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瓜子和花生，一
个增肥，一个减肥，你
真的吃对了吗？

瓜子有何营养价
值？

瓜子的主要成分
有维生素、蛋白质、油
类，且含量很高。每
天吃一把瓜子对安定
情绪、防止老化、预防
成人疾病有益；能治
失眠、增强记忆力；预
防癌症、高血压、心脏
病等疾病。

吃瓜子到底增肥
还是减肥？

经常吃瓜子很容
易发胖，因为瓜子的
热量很高，100 克瓜
子含 590卡热量，100
克瓜子含 49克脂肪，
一把瓜子的热量相当
于一碗米饭和一个馒
头的热量，所以正在
减肥的人不要吃瓜
子。

尤其是现在，瓜
子的口味很多。在炒
制过程中，这些瓜子
会加入各种调味品，
如盐、味精、八角、糖
精等。虽然这样使得
瓜子的味道更加鲜
美，但是这些瓜子中
的盐分含量比较高，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如果大量食用，不利
于血管健康。

这种瓜子吃起来
很好吃，很多人都停
不下来。一旦食用，
就会摄入过多的热
量，不仅容易发胖，而
且对健康有害。

花生有何营养价
值？

花生中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氨基酸、不
饱和脂肪酸、多种维
生素、可溶性纤维、微
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可以补充营养，增强
体质，提高机体免疫
力。含有 B 族维生
素，可以保护皮肤健
康，还含有维生素E，
可以美容护肤、减少
皱纹、延缓衰老。

吃花生到底增肥
还是减肥？

很多人认为花生
含油量较高，吃了花
生容易发胖。其实这
种想法是错误的。吃
花生不仅会使人发
胖，还能帮助减肥。

因为花生进入体
内会产生大量的一氧
化碳，这种物质可以
帮助分解体内的甘油
三酯，降低甘油三酯
的水平，降低体脂率，
从而达到减肥的效
果。此外，花生中含
有大量不饱和脂肪
酸，能帮助扩张血管，
促进血液流动，减少
脂质物质在血管中的
沉积，保护血管健康，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

当然，大家吃花
生也要注意。不要吃
油炸花生。最好选择
水煮花生或原味花
生，吃花生时严格控
制数量。最好每天保
证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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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政分公司承建的洛阳市玻璃厂路向北打
通工程第一标段被认定为2021年度下半年河南省建
筑工程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这是我司在市政工程中
首次获得省级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的奖项，是对全体
员工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高度认可。

洛阳市玻璃厂路向北打通工程第一标段位于洛阳
市西工区九都路至中州路段，工程造价2.745亿元，建
筑面积83636m2，结构类型为高架桥沥青混凝土结构，
主线高架全长883.094米，地面辅路涉及玻璃厂路改造
及九都路改造，玻璃厂路改造全长883.094米，九都路
改造全长941.454米。主线高架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
速为 60km/h，桥梁标准段宽 24.5m，单车道匝道宽
8m，双车道匝道宽9m；地面辅路双向六车道（其中九
都路至凯旋路段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40km/h，
辅路与东西向道路平面交叉，采用信号控制通行，道路
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工程与 2020 年 2 月 25 日开工，
2021年1月24日竣工。

工程开工伊始，集团公司市政分公司各级领导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体系建
立到资金投入等方面，都进行重点倾斜管理，在开工建
设初期就明确目标，成立了安全文明标准化领导小组、
创优领导小组、安全文明施工领导小组、双重预防体系
工作小组、扬尘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应急救援领导小
组，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安全目标责任分解，确定安全文明
标准化施工责任，并在施工过程中对安全文明标准化施工进行考
核，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有效的保证了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稳定，施工现场安全文明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
工程先后获得了“洛阳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工地证书”、“河南省建
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河南省QC二等成果”、“中国市政杯
BIM单项组优秀奖”、“河南匠心杯BIM综合组三等奖”、“河南省土
木建筑科学技术奖（建设安全）”等多项荣誉。

我们相信在集团公司及分公司领导的正确引领下，在项目经理的
具体组织下，一定能够继续坚定不移地创建精品工程，秉承“工匠精
神”不断拼搏，尽最大努力为集团公司的发展争光添彩。 （韩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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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副总经理郭向阳作《提案征集和提案处理

情况报告》。
副总经理都少宗宣读表彰2021年度先进

集体、优秀项目经理部、优秀项目经理、优秀员
工、优秀劳务员工和优秀工程管理人员的决定。

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公司领导为先进代
表颁奖。党委书记高云建发表重要讲话，他首
先向所有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
同时，感谢上一届领导班子倾力付出和新一届
董事会勇担重任。

高云建指出：公司党委要确保企业坚决拥
护党的绝对领导、确保引领党员在生产经营中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党员在企业和社会急
难险重时刻冲锋在前，确保维护新一届董事会
和领导班子。全体员工要坚定信心、团结一
致，共同努力，诚信守法，维护企业形象，同时，
提高专业能力和自身修养，以作为求地位，为
公司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集团公司2022年股东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在《团结就是力量》乐曲中闭幕。

（李娜/文 红伟/图）

河南六建召开2022年股东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上接1版）
会议传达了 2022 年 1 月 17 日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了集
团公司 2021 年度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及
春节复工后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大家共
同观看了安全事故视频。

安全部经理王建峰结合 2022 年度
公司安全管理计划安排部署了今年安
全工作重点：一是持续推进安全管理年
活动，落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严
管重罚，落实安全文明标准化，强化重
大风险管控，切实保证集团公司安全管
理工作持续平稳发展。二是施行安全
负责人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安全工作
例会。三是组织机关工程口各职能部门及各
专业分公司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等对集
团公司双体系风险清单库进行修订调整工
作。四是组织推行由项目管理人员对班组进
行班前教育活动。五是持续开展“以案为鉴、
以案促改”安全警示教育活动，及时收集整理
国内建筑行业典型事故案例，适时开展事故
隐患类比排查。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郭向阳针对2022年公
司安全管理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转变

安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利用信息化等创
新方法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二是强化安
全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强调要进一步树立责
任担当意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三是
提出今年安全管理年口号：以安全文明树立
形象、以质量成本打造品牌，要求提高安全文
明施工标准化水平，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奖罚制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要求结合工程的不同施工阶段，持续开
展安全警示教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等活动，确保安全教育取得实效。（安全部）

集团公司召开2022年安全负责人首次会议

由集团公司伊滨区分公司施工的鹤峰县金凤路
安置小区建设项目，是鹤峰县最大的还建房小区，在
建设、监理、施工单位齐抓共管之下，切实提高安全意
识，守好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在
2021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上取得了良好成绩：一是因工
死亡率为零，施工现场未出现火灾、爆炸事故，未出现
一起安全责任事故且安全隐患整改率达到100%，特种
设备定期检查率 100%，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
100%；二是损失5万元以上的环境污染事故、职业中毒
事故、设备事故、新增职业病人数为零；三是疫情期
间，未发生一起疫情事件，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项目部项目经理王伟、安全负责人李斌和执行
经理陈庭荣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计划和
措施，狠抓实施，2021年度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实现
了安全生产零事故的目标。在安全工作的开展中，一
是强化硬件设施。项目部投资200余万元，建设标准
化办公区、生活区，设置工人宿舍60余间，配备标准化
餐厅、农民工夜校、便民超市、洗漱间、厕所、洗澡间、
集中晾晒区，还为每间宿舍配置空调，从生活上体现
以人为本的管理精神，提升工友生活环境；施工现场

项目部租赁5台全新塔吊，6台全新施工电梯，超额配
置塔吊司机、指挥等人员，确保大型起重机械安全运
行；现场投资 60 余万元配置智慧工地平台，安装各种
摄像头17个，4块55寸大屏。塔吊上配置5个球机摄
像头，12 个枪机摄像头。塔吊上也装有智慧监控系
统，可以检测风速，防止碰撞系统，录入塔吊司机指
纹，安装指纹锁，防止私自操作塔吊。硬件方面的投
入为整个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奠定了基础。二是强
化安全责任。制定各项安全制度共32条，并与2个劳
务队签订了安全、消防、文明施工责任书，与塔吊公
司、施工电梯租赁公司签订了安装和拆卸安全责任
书。三是强化安全教育。2021年利用宣传栏、安全讲
课、培训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培训22次。建立安全教
育培训台帐，让职工充分认识到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逐步实现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
变。四是强化专人专责。项目实行“一岗双责，管生
产必须管安全”制度，将各项安全任务逐层分解到各
栋号长劳务班组，安全管理着力有抓手，用制度约束
人的不安全行为。同时，公司坚持24小时门卫值班和
节假日领导带班、中层值班制度，坚持向上级节前报

备、“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的请示汇报制度。不断
提高全体人员的安全意识，大大降低了事故发生的几
率。五是强化隐患排查。针对生活区、材料堆放区是
消防安全重中之重，项目部分别在年初、年中、年底及
时向劳务班组下发安全及火灾防控通知，将火灾隐患
排查治理作为重点，全面检查安全用电、用火、用气等
情况，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立即纠正，进一步落实安全
责任，排除隐患确保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六是强
化管理投入。项目部单独设置安全奖励，自九月份开
始，为未发生安全事故的栋号设置1万元/月安全奖励
金，已发放管理人员和劳务奖金总计28.55万元，极大
推动劳务班组安全管理积极性。工地实行疫情防控
常态化，按照政府相关部门要求，项目部及安全科坚
持做好防疫物资储备计划，持续防疫消杀，外来人员
检测登记，全年消耗一次性口罩6000余个，84消毒液
300斤，洗手液140瓶。

（伊滨区分公司）

六 措 并 举 出 实 效
——伊滨区分公司施工的鹤峰县金凤路安置小区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创佳绩

33月月33日日，，集团公司召开集团公司召开20222022年安全负责人首次会议年安全负责人首次会议

电梯口和洞口防护电梯口和洞口防护 项目大门项目大门临边防护临边防护

主体结顶全景主体结顶全景

3月15日，科技分公司偃师中原节能环保产业园
项目部与甲方监理一起组织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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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 萌娃回归”，新学期伊始，为给幼
儿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人文环境，公司幼儿园积
极开展分层分岗培训工作。

为了切实保障幼儿健康，打造幼儿园“一方净
土”确保平安开学、顺利开学。幼儿园已提前做好
人员及物资的准备，园内进行了室内外环境卫生的
打扫和消杀。园所对环境创设、区域材料进行了整
理。为了确保幼儿安全入园，开园前开展演练活
动，顺利通过了区教体局及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开
园验收工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幼儿园始终把安全
工作放在首位，为保障幼儿饮食安全，2月17日下午，
杨艳菊园长带领食堂工作人员积极参加西工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举办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
卫生规范》线上培训，参培人员全部通过考核。

幼儿园高度重视教师与幼儿安全意识的提
升，2月 23日上午，园所召开班主任会议,对本学
期安全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切实把安全工作
落到实处。

为了有效防止传染病在幼儿园传播，减少幼
儿常见病的发病率，2月22日下午，园所组织保育
员学习春季传染病预防、消毒剂的配比方法以及
保育员工作职责等内容。使保育老师明确工作职
责，掌握工作方法，为开展优质的保育保健工作奠
定了基础。2月 23日下午，保教主任王向丽组织
教师进行“为幼儿提供有准备的环境”专题培训。
根据本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计划，将每月工作重点、

区域材料的准备、园内环境创设等进行详细的讲
解，为教师开展新学期的工作拓展了思路，明确了
如何创设一个爱与自由，真实与自然，结构与秩
序，美感与氛围的育人环境。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为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提升教师师德素养，2月 28日下午，园所组织
全体教职工进行了师德师风专题培训。在学习了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与全园
教职工签订教师师德承诺书。同时，组织分组讨
论、小组代表分享心得体会。教师们纷纷表示要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进一步加强师德修养，贯彻师
德规范准则，用行动来树立教师高尚的师德形象。

为增强教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师幼遇
险时的逃生技能，时刻绷紧安全的弦。2月 28日
上午，董凯园长主持反恐防暴演练活动，本次演练
活动特邀社区民警现场指导。 （幼儿园）

抓培训 促成长
幼儿园组织开展系列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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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日上午，省文明诚信市场创建督查组组
长席国群一行3人，在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科科长
刘东伟、西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科科长焦慧敏陪同
下，对名优建材家居广场省级文明诚信市场创建工作进行
督导检查。公司总经理李秀萍、副总经理王海军、柳虎强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参加。

省创建督查组在检查过程中，重点检查了市场的经营
秩序、硬件设施 、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内容，并深
入市场商户详细了解商户诚信经营各项创建制度落实情
况。公司副总经理王海军同时就文明诚信市场创建工作，
围绕公司的组织领导、制度落实、规范经营、消费维权、党
建工作等方面做了简要汇报。

“名优建材家居广场在一手抓经营的同时，一直致力
于市场精神文明建设，秉承‘诚信经营，信誉至上’的经营
理念，大力开展文明诚信市场创建工作，坚持规范实施创
建各项标准，开展文明诚信经营示范企业、文明诚信经营
示范商户评选活动，涌现了一批诚实守信、文明经营的商
户典型。此外，名优建材家居广场党支部还积极组织开展

共产党员经营户挂牌经营、建立党员示范岗等活动，大力
推进整个市场文明诚信经营的氛围。名优建材家居广场
已连续多年被授予‘洛阳市文明诚信经营示范市场’荣誉
称号，目前我们正向着省级文明诚信市场这个目标迈进
……”。

检查组对市场“创建河南省文明诚信市场”工作给
予了高度评价，总体归纳为“认识到位，组织到位，措施
到位，成效明显”，同时，也希望名优市场能够把文明诚
信创建工作更好的坚持开展下去，成为洛阳市专业市
场中的一个工作典范，从而带动洛阳专业市场整体的
文明诚信创建工作水平。

公司总经理李秀萍表示，“创建河南省文明诚信市场
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机遇，对提升市场的社会形象和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全力
营造整洁、有序、规范、安全、和谐的市场环境，坚持做好文
明诚信市场的创建工作，让文明诚信理念在名优市场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名优建材家居广场）

省文明诚信市场创建督查组莅临市场检查指导工作

十六分公司于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召
开第十四届贺新春、庆元宵工作年会。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常康延、副总经理郭向阳等领导、公司安全部、
质量部、技术部、人力资源部等有关人员、劳务、材料、
租赁等合作供应商代表和分公司人员等参加了年会。

大会首先由分公司领导层向与会人员汇报过去一年
中十六分公司管理、生产经营的工作情况：复杂严峻的外
部环境考验着十六分，但是在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十

六分公司不畏艰险，努力奋斗，在2021年共完成产值5.5
亿元，实现全年安全生产零事故，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郭
忠胜经理提出2022年“强化管理、绝地求生、稳中前进”
的分公司工作主题，要求分公司全体员工在2022年要稳
字当头，埋头苦干，稳扎稳打，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分公司副经理苗文来、贾子君、魏成亮，主任工程
师石迎龙 就安全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和技术管
理等方面在大会上进行汇报。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康延在会上讲话，赞扬了
十六分公司在2021年的工作成果，激励十六分公司每
一位员工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十六分公司、集团
公司的发展争光添彩。

最后举行了表彰颁奖仪式，表彰过去一年中在分公
司内工作突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铁杆合作方。大
会还同时穿插各项目部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

（十六分公司）

十六分公司召开第十四届“贺新春、庆元宵”工作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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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优建材城市场检查工作在名优建材城市场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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