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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

南方电网公司
“大国工匠”
受邀赴京观礼

汕头市多家单位

现场看阅兵，特别自豪！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讯
员张伟雄 沈甸）10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南方电网公司干部员工
在大会现场、在公司机关、班组、保供电
值班一线、客户服务现场等通过多种形
式和渠道观看了大会直播。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该
公司引发热烈反响，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让系统干部职工感到无比自豪和振奋。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变电管

广东各地城市建设者：

理二所检修一班副班长卢兴福是进京
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劳模和大国工匠系列活动”的代表之
一，有幸到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
阅兵观礼。他自豪地说，大会向全世界
展示了我国各领域的非凡成就。他印
象最深的是各项先进国防装备，这些装
备凝聚了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秉持工
匠精神、长期艰苦攻坚的心血和结晶。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将继续发扬劳模
工匠精神，专注、高质量完成每一次工
作任务，带动大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更上

一个台阶，培养出更多的电力高技能人
才。
在西电东送广东第一门户——佛
山 500 千伏罗洞变电站，值班员钟健梁
一直在岗位上坚守，这个国庆假期他值
3 天班，均需要 24 小时在岗，与同事们
一同负责站里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守
护着一方安稳。收看完直播的他激动
不已。
“ 为如今祖国的强盛感到无比的
激动和兴奋，也非常自豪能够为罗洞站
国庆保供电工作奉献力量，我们在岗，
市民便可放心！”
钟健梁说道。

在工地上同唱国歌 向祖国表白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单艳 吴清慧）10 月 1 日，在广东部分建
设工地的城市建设者因赶工期而无法
放假，他们在坚守岗位的同时，通过同
升国旗，同唱国歌，免费观影，观看 70 周
年国庆阅兵直播等各类文化活动，庆祝
祖国的生日。
10 月 1 日上午 8 点，中建五局华南
公司东莞分公司组织东莞片区 7 个党支
部，在东莞市第一高楼——高 423.8 米
的东莞国贸中心顶楼举行了“壮丽七十
年，奋斗新时代”主题“活力党建”文化
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当天的活动有“同升国旗，同唱国歌”、
“职工歌咏比赛”、
“ 观看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暨国庆阅兵直
播”等，同时，该分公司各项目部还开展
“迎国庆”专项安全大检查、免费观影
《我和我的祖国》、
“庆国庆”主题职工演
讲比赛等一系列主题活动，表达对祖国
母亲的热爱。
55 岁的张权华是湖南人，在东莞国
贸中心项目做杂工，
“ 在建筑工地做了
20 多年，盖的楼越来越高，工资也越来

广州海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
员黎锐恒）国庆前夕，广州海关举行“我
爱我的祖国——讲述身边榜样的故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专题
活动，
近千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活动。
该活动分为“不忘初心”
“ 勇立潮
头”
“ 再续辉煌”三个篇章，通过处科级
干部宪法宣誓、先进典型现场访谈和
“一关一品”文化展演相结合的形式，进
一步激发干部职工的爱国之情，以饱满

■建筑工
人和国旗
同框
王艳/摄
越多，工地上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张权
华说，在项目工地，宿舍有空调，休息区
备有糖水，过节还加餐，工资从来没有
拖欠过，
“刚才，我看阅兵直播时心潮澎
湃，国家繁荣富强了，我们老百姓的腰
包也更加鼓了。”张权华激动地告诉记
者。
同天，以“助力奋斗者·燃起爱国
情”为主题的公益观影活动在深圳举
行，来自深圳简上体育综合体、佛山绿
岛湖项目部的 46 名建筑工人受到中建
三局二公司华南公司（以下简称“华南

公司”
）的爱心赞助，在当地影院免费观
看了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
国》。
“ 祖国母亲越来越强大了，作为中
国人，由衷地感到自豪！”……影片结束
后，工人们纷纷表达内心的震撼。
据了解，这些建筑工人们的免费影
券均由中建五局华南公司“春晖”志愿
服务队购买。该志愿服务队面向 31 个
在建项目部共同建立了“千人观影”计
划，农民工群体是重点受益者。目前，
该计划已在广东省率先开展，于 10 月底
全面落实到位。

讲身边故事 树学习榜样
的热情投身海关改革建设事业。
当天，上台分享“榜样故事”的有党
的十八大代表、全国模范军转干部、广
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的副关
长杨杰，捐资助学扶贫 30 多年、个人省
吃俭用捐款人民币 100 余万元、累计帮
扶学生 3954 人次的“全国先进离退休干
部”邱良炳同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广州海关缉私警察丁锐同志以及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的大铲海
关关员代表。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分享
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岗位感想、抒发着
爱国之情。
听着一个个感人的“榜样故事”，现
场观众不自觉地眼眶泛红。广州海关
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关员表示：
“今
后，我一定会在这些身边榜样的感召
下，担当奉献、爱岗敬业，为共和国更加
美好的明天献礼！”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
讯员毛子杰）
“我爱我的祖国”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职工运动会……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汕头
市多家单位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
国庆节前夕，汕头国际海员俱乐
部党员干部奔赴广澳港区和珠池港
区，与抵港的“仁建海顺”、
“ 仁建石
湖”、
“ 中外运福州”等船舶的海员朋
友，开展了“我爱我的祖国”为主题的
多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祝福祖国七
十华诞。
汕头市城管局在东厦运动场举
办局系统 2019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职工运动会，共设 4 个项目比赛，
市城管局系统 8 支代表队共 96 名队
员参加比赛，该局系统各单位领导同
志和 140 多名职工代表现场观看比
赛。

中建二局
横琴口岸项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通
讯员刘飞）近日，中建二局珠海分公
司在横琴口岸项目职工书屋举办“我
与祖国同庆生”爱国主题活动，40 多
名在国庆前后生日的项目职工参加。
活动以“我与祖国同庆生”为主
题，生日会现场一片火红，各种美味
小 吃 、蛋 糕 、水 果 和 饮 料 摆 在 餐 桌
上。活动中，有一个特别环节——
“唱红歌，猜歌名”。职工们伴着红歌
的优美旋律，通过游戏互动增进了彼
此的友谊，也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
育的洗礼。
据悉，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中建二局珠海分公司所
属各项目通过在项目施工现场、办公
区域悬挂条幅、摆放国旗等形式营造
国庆氛围。此外，还组织了“与国旗
同框，与国旗合影”
等活动。

中建五局华南公司
深圳分公司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林 婷 玉
通讯员张韵）近日，中建五局华南公
司深圳分公司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纪念五局入粤
35 周 年 、华 南 公 司 组 建 20 周 年
“红色情怀映初心”主题宣教活动，
近 300 余名员工参加。当天活动
在《中建五局华南公司组建 20 年
宣传片》的展播中拉开帷幕，各支
部员工带着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登
上舞台，通过快闪、演讲、朗诵、大合
唱等多种形式演绎了 17 个精彩节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