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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步走进新时代 奋力开启新征程

为进一步展示集团员工风采，彰显集团
生产经营、文明建设等所取得的成绩，提升
集团的影响力，特举办“我与浙江二建”征文
比赛。

一、征稿时间
即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截止，以电

子信箱发出时间为准；8 月组织评奖，9 月公
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二、作品要求
1、主题积极向上，语言流畅，紧贴实际，

表现浙江二建员工与浙江二建的故事，抒发
对企业的真情。体裁不限，字数不限，每位作
者参赛篇数不限。

2、作品末尾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
地址及电话。

3、参赛作品须为作者原创，不得抄袭。
4、凡应征作品版权归主办方，作者享有

署名权。
三、评奖
1、本次比赛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优秀奖若干名。
四、投稿方式
参赛人员须提交 word 格式电子版参赛

作品，不接受视频、音频、图片等形式的作
品，征文请发送邮件至：zjejdqb@163.com，或
QQ120166975。

五、作品展示
集团将在《建设者报》、企业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上推送入选作品。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2018年 4月

“我与浙江二建”征文比赛启事
能工巧匠豪情起，
王澍蓝图耸手中。
砖石神形连气脉，
民居灵动相融通。
一流意境用心造，
两半残葩构筑穷。
黑瓦白墙浮黛色，
富春山馆赞群雄。

富春山馆赞
阴李龙江

2016 年 5 月 26 日，
这是个值得我们倾情抚摸的日子
东方港城四五期项目开工起航了
阳光不燥，微光正好
彼此立下心中的誓言

“怎样曾经，超越过往”
只有怀揣着最朴实的梦想
在钢筋混凝土中日夜守候
在机械的轰鸣中迅速崛起
600 个日夜共同摔打磨练
历经心酸与疲惫
分享成功和喜悦

团队的荣誉高于一切
我们更憧憬未来的蓝天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努力

不给自己任何退缩的借口
让职场的光照亮所有彷徨
让憧憬的路为此坦坦荡荡
这座工程的尺寸丈量出我们的付出
遥不可及的终究不会再是彼岸和远方
做一个建筑人，
这一句掷地有声，此生无悔
做一个二建人，
这一句郑重宣告，四海八荒
沿着正确的轨迹、披荆斩棘
在该挥洒汗水的年轻
我没有荒废，从未辜负
一个因我们而显得不那么一样的春天
不那么一样的过去。
我们从不后悔！

梦想·起航
阴崔 征

已是茫茫雪海中，砼输泵送响轰隆。
千山裹被应沉睡，数匠披蓑正用功。
鹤颈探伸钢骨没，蛇身游走水泥融。
夜深筑毕望工友，彼此相嘲似阿翁。

注：鹤颈，指混凝土泵车的布料杆。蛇
身，指振动泵的振捣棒。

丁酉腊八记递铺镇
第三小学项目风雪夜浇砼

阴丁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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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4 月 9 日下午，副省长陈伟俊率环保厅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湖州市副市长施根宝、安吉县县长陈
永华等陪同下，来到浙江自然博物园项目调研。

陈伟俊到现场后了解了布展情况，随后来到项目展
厅观看短片并听取了馆方的介绍，对自然博物馆致力打
造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生态博物馆，助力乡村蝶变，将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理念表示赞赏。

陈伟俊指出，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两山”理论，特别
是在自然博物馆的建设上必须要拉高标杆，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狠抓薄弱环节，以更高的要求推进项目进度。

（六分沈国耀）

副省长陈伟俊
到浙江自然博物园
项目调研

（本报讯）4 月 20 日上午，浙建集团总经理陈桁一行
到新疆分公司调研指导工作，集团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
主席陈旭辉陪同调研。

在调研座谈会上，陈旭辉汇报了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生产质量安全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对当前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了分析。陈总经理认真听取汇报后对二建新
疆分公司在新疆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在疆员工表示
慰问。

陈总经理对分公司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四点要求：一
要理清业务结构定位，明确目标，细化措施，合理拓展市
场布局；二要发挥优势，理清思路，加大力度发展具备自
身优势和良好前景的专业业务板块；三是重视做好人才
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的平台，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和
继续教育，达到分层进步，整体提高的目的；四是党建工
作要紧贴实际工作来做，支部要建在项目上，履行一岗双
责，把骨干发展成党员，党员培养成骨干，加强责任意识，
人才跟着平台走，发展好平台才能留住人，党建与发展相
辅相成。

（王斌）

浙建集团陈桁总经理
到新疆分公司
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为贯彻落实浙建集团党委《关于深化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深化和推进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正
常开展，4 月 11 日下午，集团党委召集在二建大厦的各单位党
组织联合举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邀请镇海区委党校副校长吴
应昌硕士进行十九大、两会精神专题辅导。驻浙江二建大厦的各
单位党员、建党对象、入党积极分子、申请人 130 人参加了学习。

吴副校长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全方位、系统
地为大家解读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两会精神，内容丰富、观点新
颖、分析深刻。对广大党员和群众坚定理想信念，深刻理解十九大
和全国两会精神，了解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导向有很强的
帮助作用。

集团党委副书记陈海燕在主题党日活动上要求各单位党组织
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好所属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引导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使主题党日真正成为政治学习的
阵地、思想交流的平台、党性锻炼的熔炉，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好地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要结合年度重点工作、重要任务和重大时
间节点，对全年党日活动作出预安排，根据自身特点和党员需求，
进一步充实完善，确定每月党日主题，形成本支部年度主题党日活
动计划。要确保活动质量注重营造主题党日的仪式感和庄重感，并
注重做好主题党日活动的经验总结和宣传报道，积极营造浓厚的
活动氛围，推动“支部主题党日”形成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集团党委集中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4 月 12 日上午，集团董事长蒋莹与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进行会谈。杨灿明校长对蒋莹董事长
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新建教学实验楼项目是学校的地标
性重点工程，今年又恰逢校庆 70 周年，30 万校友中的杰出
代表将会受邀回归，他希望浙江二建能发挥国有企业品牌
优势，展示文明形象，加快施工进度，争创标杆工程。蒋莹董
事长表示，该项目作为中南公司的重点项目，集团非常重
视，由中南公司经理亲自挂帅，派遣精兵强将组建项目管理
团队，在高标准、严要求做好项目建设的同时，也会发挥国
有企业优良作风，做好党建与廉政建设，他希望校企双方加
强沟通交流，相互协作，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副校长陈明、基建处长周俊杰、基建部长唐榜和中
南公司领导班子参加会谈。 （张文言）

蒋莹董事长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校长杨灿明进行会谈

（本报讯）4 月 3 日，集团召开党建例会。党委书记、总经
理汤旭明向各单位书记提出“五个到位”的要求。

汤总指出，作为党建工作人员，一要做到组织到位，在四
月底前完成党组织全覆盖，并做好活动的开展；二要做到责任
到位，保证政令畅通，支持生产经营中心工作，做好三重一大
工作，管好干部人才，抓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
群团工作；三要做到作用到位，发挥好监督保证作用、模范带
头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形象宣传作用；四要做到考核到位，制
订好责任、任务、问题三张清单，做好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巡
查，加强群众监督和责任追究；五要做到保障到位，做好能力
保障、场地保障、经费保障。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海燕就加强学习、抓好党建基础
工作、人才工作、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和维稳工作提出了要求。

集团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纪检监察审计室对做好党
建、人才、廉政建设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各单位汇报了一季度的党建工作。 （宣文）

集团召开党建例会

（本报讯）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支持人才创业创新的意见》，扎实推进人才强企战
略，省国资委开展实施了“五个一”人才工程。日前，第一批省属
企业“五个一”人才工程人才名单已确定，蒋莹被评为第一批省
属企业杰出出资人；申屠培新、张洁洋被评为第一批省属企业杰
出创新创业人才；于仲吉、夏友谊、彭家学被评为第一批杰出技
能标兵。

（宣文）

第一批省属企业“五个一”
人才名单确定

（本报讯）近日，钢结构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证
书，再获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钢结构公司申报的“施工桁架式屋顶时安装主桁架的辅
助装置”、“施工大跨度桁架式钢结构屋顶时拆除轨道的装置”
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施工安全风险，
简化了操作流程，降低了施工成本，提高了现场自动化施工程
度，对大型场馆如体育馆的钢结构安装有很大辅助作用。

钢结构公司始终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视为企业发展壮大的
关键，截止目前，已荣获 3 项发明专利，12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这些专利成果为公司今后的发展积蓄了前进的动力，进一步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支撑。

（徐晨）

钢结构公司再添两项国家专利

（本报讯）3 月 28 日上午，集团召开清欠专题会议。总经
理汤旭明、总会计师赵青青出席会议。集团清欠部门、成本部、
法务部以及各分公司清欠分管领导、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汤旭明总经理对 17 年清欠工作给予了肯定，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清欠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尤其是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应站在学习十九大精神、浙建
集团工作会议精神、集团公司工作会议要求的高度，来认识
清欠工作是集团提质增效、降低企业应收账款、企业存货的
关键所在，做好清欠工作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二、进一步强
化清欠工作的责任担当。要切实做到清欠工作目标明确、责任
分解，及时上报责任清单。三、要进一步加强清欠工作的能力
建设。各单位要精心策划好每个清欠方案、要善于总结，及时
形成清欠案例，提高集团的总体清欠能力和效率。

总会计师赵青青传达了浙建集团清欠会议精神。清欠部
门作了 17 年清欠工作总结及 18 年工作部署，下达了年度清
欠指标；与会人员对清欠成功案例进行了交流、学习。

（集团清欠办公室）

集团召开清欠专题会议

绎日前，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发文表
彰 2017 年度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我集团
周旭光、盛黎麟、易翠华等三人获此殊荣。

绎浙建集团命名第二批星级清欠能手，
我集团苗君辉获三星级清欠能手称号；朱未
明、谢宝伟、郭俊平获二星级清欠能手称号；
谢宇航、宋永德、王淑芳、吴海峰、何刚跃、李
献、周向华、朱东坚、赵淑芬获一星级清欠能
手称号。

绎八分公司煤焦制气项目部 2017 年度
被评为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

工程质量管理先进单位，郑浩被评为质量管理先进个人。该项
目部还在炼油芳烃事业部区域施工的 22 家承包商文明施工
评比中获第一名。

绎电建公司承建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动力中心和煤焦储
运项目获得了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7 年度“HSE 先进
施工单位”、“工程质量优秀施工单位”荣誉称号。

绎日前，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建设现场指挥部在指挥部
培训中心召开 2017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我集团三分公司和五分公司荣获先进集体称号，三
分公司方庆高、翁海良、黄荣平和五分公司连俊俊获得先进
个人称号。 （三分王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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