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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4 月 24 日，浙能
绍兴滨海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最后一台机组—6 号机组投入
商业运行，至此，浙能滨海热电
二期 3、4、5、6 号机组均处于全
面投产状态。上午十点，举行了
全面建成投产仪式，浙能集团
董事、党委委员、浙能电力董事
长、总经理孙玮恒，浙江省能源
局副局长金毅，滨海电厂党委
书记、董事长赵军，我集团副总
经理娄忠辉等出席了投产仪
式。

作为全国最大的绿色环保
热电联产项目，浙能绍兴滨海
热电二期扩建工程位于柯桥区
滨海工业区，总投资 30.94 亿
元，于 2015 年底开工建设，包
括 4 台 5 万千瓦燃煤抽汽背压
式热电联产机组。随着全部机
组的投用，供热能力超 1300 吨
每小时，年供热量可达 1800 万
吨，总供热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该工程自开工以来，电建公司
滨海二期项目部全体员工始终坚持高效务实、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项
目部坚持策划优先，统筹资源配备使用，强化施工过程管控，狠抓安全监
督管理，大力提升质量工艺。并在实际工作中持续保持对施工安全、质

量、进度、成本等目标的控制力度，努力克服施工过程中诸多不利因素，
确保了工程建设高效、安全、优质、有序推进。

（宣文 陈雷）

全国最大绿色环保热电联产项目
浙能绍兴滨海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本报讯）近日，宜昌市远安县住建局
下发《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优秀项目经理的通报》，我集
团荣获 2017 年度远安县住建系统安全生
产先进单位，严旭波被评为 2017 年度远安
县住建系统优秀项目经理。

远安县医疗中心住院楼工程自开工
以来，中南公司以创造品牌工程为目标，
狠抓项目安全质量管理，注重过程管控，
项目已获评湖北省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
工现场、远安县 2017 年度“平安工地”等
荣誉，因对远安县住建系统贡献突出，
2017 年集团还受到远安县住建局全县通
报表彰。

（张文言）

集团荣获远安县住建局2017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

（本报讯）近日，新疆分公司承建的浙
能阿克苏热电厂主体土建工程被浙能集团
评为“AAAA”达标投产工程。

新疆分公司作为该工程的土建施工
方，项目部从工程一开始根据工程的设计
理念及建设单位编制的基建工程全过程达
标投产管理规定及浙能集团《基建工程全
过程达标投产管理规定》要求，精心编制了
工程达标投产实施细则，每月组织问题自
查，并接受业主方的定期检查，有效推进了
基建过程达标工作。检查组采取查阅资料
和现场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项
目建设阶段的前三次基建过程达标检查结
果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评定，最终确定项
目达标投产检查总得分率为 93.64%，被评
为浙能集团“AAAA”达标工程，实现了工
程建设目标。

（王斌）

新疆分公司承建的
浙能阿克苏热电厂
获“AAAA”达标投产工程

（本报讯）八分公司从加强安全文明施
工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入手，强力推行
安全文明施工的各项管理制度，认真执行
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管理措施，其煤焦制气项目部在 2018 年 3
月份浙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一期
工程炼油芳烃事业部区域施工的 22 家承
包商安全文明施工评比中获得第一名，5
月份继续被评为炼油芳烃事业部 HSE 优
秀管理单位。 （八分）

八分公司浙石化鱼山岛
项目安全文明施工
屡获好评

（本报讯）今年复工以来，电建分公司
华能宁夏大坝电厂四期工程项目部，在华
能大坝电厂四期发电有限公司组织的 5 次
专项文明施工检查以及高标准复工检查验
收评比中，被授予“文明施工先进单位”荣
誉称号，并获奖金 3000 元。

安全主管严继承、安全员凌浙川获“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岳存强）

电建分公司华能宁夏大坝
电厂四期工程项目部
获“文明施工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

（本报讯）5 月 5 日中午 12 时 06 分，三分公司承建的浙石化一期炼油 450 万吨/年重油催
化装置构-2（两器框架）顺利结顶，按业主要求的进度节点目标高标准、按期完工。

构-2 基础（两器框架）分为再生器、沉降器基础，共 6 层，局部 7 层，总高度 30.55m，主体自
2017 年 12 月底开始施工，施工人员奋战 4
个多月顺利实现结顶。

项目部按照提前策划、样板引路、过程
控制、一次成优的指导思想，对原材料、配
合比、模板、支护加固、螺栓埋件预埋等施
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精益求精确保施工
工艺质量。两器框架表面平整、棱角顺直、
颜色一致，达到清水混凝土工艺标准。

该框架施工过程中先后荣获浙石化样
板工程两项，分别为构-2 大体积混凝土样
板工程、450 万吨重油催化“两器”超高、超
重支模架样板工程。 （冯洪）

浙石化一期炼油 450万吨 / 年
重油催化两器框架喜结金顶

（本报讯）为有效应对甘肃酒泉市瓜州地区突发洪水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提高项目
部在汛期的安全保障能力，4 月 21 日下午，甘肃电投常乐电厂项目部组织实施了防洪防汛应
急救援演练。

演练前，项目部制定了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方案，并专门召开了防洪防汛演练前桌面演
练，要求全体参加应急演练的员工要将演练当作实战来认真对待，进一步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
能力，使项目部能迅速、高效、有序地组织抢险工作，通过防汛抢险救援演练，保障人员和财产
安全，将可能发生的洪水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点。

下午 15 时，防汛救援演练总指挥王顺钢宣布演练正式开始。值班人员发现险情预警，立即
向救援活动总指挥及项目应急救援小组进行报告。项目部防汛领导小组随即下达命令启动防
汛应急预案，立即进入防汛应急程序。各工作面负责
人接到预案启动指令后，立即组织作业人员对基坑
内被困人员进行抢救，并安排人员抽水并堵住因洪
水冲开的缺口。

演练中，每名员工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快
速而准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通过演练，进一步增强
了员工防洪防汛意识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
力，掌握应急逃生的正确方法，熟悉了应急处置程
序，演练取得了预想效果，并得到了业主、监理的高
度评价。 （电建）

甘肃电投常乐电厂项目部举行防洪防汛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为了提高应急救援队员在突发事件面前的快速反应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有效
地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轻触电事故造成的损失，5 月 18 日，锡林郭勒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北方胜利电厂 2伊66 万千瓦机组项目部在 #2 间冷塔区域举行了一场触电事故应急
救援实战演练。工程监理安全总监、基建安监部及各参建单位的安监部长也到场观看了此次演

练。
此次演练活动所有参演

人员分工明确，处置得当，配
合默契，使整个演练过程有
条不紊，连贯真实；演练不仅
达到了预期效果，而且也充
分验证了应急救援预案的科
学性、可行性和实践性，同
时，也为今后处置相关突发
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并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保障。

（郭强）

锡林郭勒热电项目举行触电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5 月 26 日上午 11 时 16 分，浙
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工程常减压烟
囱项目现场，鞭炮齐鸣，三分公司承建的常减
压 1#、2#150m 烟囱同时封顶，圆满完成业主
的工期节点要求。

常减压 1#、2# 烟囱高度均为 150m，是浙
石化项目十二座烟囱中第一个组织施工的，
采用液压滑框倒模工艺。在施工过程中，集团
公司和分公司高度重视，精心编制烟囱的施
工方案并组织了烟囱的专家论证；对烟囱施
工平台体系从组装到检查和试压都给予了指
导和帮助。烟囱的质量、进度、安全均得到了
业主、监理的肯定和好评。

（三分王长青）

浙石化 4000 万吨/年
炼化一体化常减压项目1#、2#150m 烟囱同时封顶

（本报讯）翡翠城西北地块三期 1-12#
楼、S1-S3# 楼、地下室工程是杭州分公司
2018 年度的重点工程。分公司、项目部持续
保持对施工安全、质量、进度、成本目标的高
质量管控。项目团队为完成业主销售节点任
务，从项目前期准备到正式施工，一次次克服
技术难题、倒排施工工期、细化关键线路、不
分日夜高强度地投入工作，于 5 月 24 日晚九
时完成了项目首次地下室底板混凝土浇筑施
工，开启了项目新篇章。

（林云）

翡翠城项目完成首次
地下室底板混凝土浇筑

（本报讯）5 月 15 日下午，华能宁夏大坝
四期工程项目部举行周安全学习活动，华能宁
夏大坝四期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肖俊民、安
质部主任马涛参加了活动。大家集中学习了国
家、地方政府及公司主要安全文件，安全员凌
浙川对上周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对下周
安全工作重点进行部署。

项目经理赵景锋对安全工作提出了要

求：淤天气渐热，要提前采购防暑降温药品、
现场饮用水及时供应，避免作业工人中暑不
适。于继续做好安全三级教育培训工作，提
高工人安全意识。盂干燥炎热的天气下，动
火作业要警惕，隔离易燃物品，为安全作业
提供保障。榆深基坑边坡检测及防护工作不
能掉以轻心。

（岳存强）

华能宁夏大坝电厂项目部举行周安全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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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5 月 16 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漳州市
委书记檀云坤、市长刘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汉夫、市政
协主席张祯锦一行冒高温来到四分公司在建的漳州南部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工地进行重点项目现场推进活动，
檀书记一行听取了关于工程建设的情况介绍，全面了解了
工地的实际情况。明确要求精心组织，安全施工，文明施工，
规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按期竣工。市领导还对南部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一流设计工艺，把生
活垃圾变为绿色能源的做法给予肯定，对工程现阶段情况
总体表示认可。强调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环境也要高质
量，要求后续继续努力，统筹做好垃圾收储运工作，推进城
乡垃圾收集、运输、处理一步到位，把这一重要的民生项目
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

漳州南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瀚蓝环境漳州中雁生
态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项目规模为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1000 吨，装机容量 2伊500t/d，机械炉排炉+2伊12MW 凝汽式汽
轮发电机组。

工程中标价为 1.39 亿元，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开
工，整体工程竣工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5 日。

（四分）

漳州市委书记檀云坤一行
到漳州南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检查指导

（本服讯）5 月 8 日上午，浙建集团副总经理刘建伟一行
到我集团进行经营工作检查，浙建集团经营管理部总经理陈
悦、副总经理郑锦华，我集团公司董事长蒋莹、总经理汤旭明
等陪同检查。

蒋莹董事长汇报了二建集团今年 1-4 月份主要经营工
作情况及下一步经营工作打算。刘总一行对重点重大项目跟
进情况、项目毛利上缴情况、省外项目标前备案及项目挂牌责
任落实等进行了检查交流。

在听取了蒋莹董事长的汇报及相关检查后，刘建伟对二
建集团经营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一要围绕当前国内大形势
进行经营布局，推进政府战略部署、热点领域与行业、切实符
合 PPP 要求等项目的承接；二要围绕二建集团自身的特点及
主业进行经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做好优势发挥或转型；三要
围绕浙建集团下达的指标进行经营，大力推进与政府战略协
议签订及 EPC、建筑工业化等项目的承接；四要围绕大集团战
略进行经营，坚决推进走出去、大业主等战略，并按要求及时
做好信息上报，与兄弟单位加强沟通协作；五要规范化经营，
坚决落实好“五个不接”，严把经营风险关。

（郑文韬）

浙建集团副总经理刘建伟一行
到我集团进行经营工作检查

（本报讯）5 月 16 日，省建设建材工会副主席谢四海、经
济工作部部长孟阳等来我集团调研指导。董事长蒋莹，党委书
记、总经理汤旭明，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海燕等陪同调研。

谢主席一行参观了集团荣誉室，了解了集团的发展历程、
工程建设、创优夺杯、获得荣誉及文化建设情况，听取了集团
工会主席陈海燕关于工会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与集团领
导就更好做好工会工作、创新载体开展竞赛比武等活动、关心
关爱广大员工，更好挖掘基层先进典型等进行了交流。

（宣文）

省建设建材工会副主席谢四海等
来我集团调研指导

（本报讯）5 月 28 日下午，安吉县委副书记赵德清在安吉
城投集团董事长周斌陪同下，来到六分公司施工的三小项目
调研。

赵德清到现场后听取了安吉城投集团关于项目建设情况
的介绍，还关心询问了项目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困难等情况。

（六分邓成模）

安吉县委副书记赵德清
到三小项目调研

（本报讯）近日，安装公司召开结算、清欠专题会议。会议
传达了集团结算、清欠会议精神，对 2018 年的结算清欠工作
进行了部署，下达了年度结算清欠指标，结算清欠负责人对结
算清欠项目逐个进行了分析梳理，对项目进行结算清欠摸底。

朱东伟总经理强调了做好结算清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
做好结算工作是完成清欠工作的前提，要高质量、高水平完
成；项目管理水平的提升，不能光靠会接会做，还要会算会讨，
算就是结算，讨就是清欠。要增强全员的结算清欠意识并将此
工作常态化。

（邓冰清）

安装公司召开结算、清欠
专题会议

4 月 24 日，蒋莹董事长到新疆分公司检查指导工作，纪委
书记、监事会主席陈旭辉陪同检查。在听取了常务副经理王鹏
飞的汇报后，蒋董事长提出了三点要求：一、经营是目前分公司
的重中之重，要全员经营，不能守株待兔，要努力地去开拓市
场，维持分公司的正常运转；二、加大清欠力度，要责任到人，推
动各部门的上下联动，加大力度催讨已经竣工项目的工程款；
三、建设好人才队伍，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组建优秀的项目
管理团队。

4 月 26 日下午，董事长蒋莹、纪委书记陈旭辉一行到电建
公司甘肃电投常乐电厂调峰火电项目（4x1000mw）工程项目部
检查指导工作。在详细了解了工程的进度、质量和安全生产等
情况后，召开了全体管理人员座谈会。他对奋战在戈壁滩的同
志们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勉励大家克服困难，要保证施工质量，
做好安全工作。针对戈壁滩常年风力较大的气象特点，强调一
定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做好塔吊等垂直运输机械的安
全管理。他要求分公司、项目部要多关心员工生活，多开展各种
集体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管理人员要加强自身学
习，老同志要做好传帮带工作，为浙江二建再创经典储备力量。

5 月 9 日，蒋莹董事长专程到一分公司董家畈集中居住区
A-1 地块项目调研。在听取项目实施情况汇报后，他要求分公
司和项目部高度重视集团这一投资最大的 PPP 项目建设，在

全面落实安全、质量管理的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增加现场劳
动力，加强材料采供和租赁。针对目前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钢筋
供应滞后和融资问题，蒋董事长立即与浙建商贸公司联系，现
场协调解决主材供应问题，同时，要求亚盛公司继续与农行等
单位洽谈项目融资贷款事宜，努力缓解工程资金压力，为项目
顺利推进提供支撑与保障。

（综合）

蒋莹董事长分别到新疆分公司、常乐电厂工程项目部、
董家畈A-1地块项目调研检查

荫5 月 14 日晚上，三分鱼山炼化一体化项目党支部在舟
山鱼山岛项目部会议室举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学习了
《宪法》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沈德法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接
受《中国建设报》专访的讲话精神，并就如何学法用法展开了讨
论。 （三分王小华）

荫5 月 11 日下午，安装公司全体党员、发展对象等近 50
人，前往北仑霞浦寻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守护人———张
人亚党章学堂和故居，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张人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在周围充满白色恐怖
的严峻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我党保存了中国现存最早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等很多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的早期珍贵文献，被称作我党首部党章的“神秘守护人”。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先后参观了“张人亚与党章
故事”“中共历次党章制定及修正简况”和“张人亚的革命历程”
三间展厅。

最后，全体党员庄严而整齐地站在党徽前，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收获颇多、感悟至深，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始终忠于理想、坚定信念，使张人亚的精神
成为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性修
养，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推进安装公司发展的崭新
征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邓冰清）

荫5 月 6 日，钢结构公司党总支组织俞范基地全体党员及
部分青年团员等赴湖州基地开展了“宪法寻根，加强交流”党日
活动。与湖州基地的全体党员、中层管理人员一起前往莫干山
毛主席起草第一部宪法处寻根，并对最新宪法进行了学习；同
时俞范基地和湖州基地的管理人员在活动过程中进行了沟通
交流，分享了工作经验。

钢结构公司党总支开展双主题党日活动，不仅学习了宪
法，还让不同经历、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党员和管理人员聚集
在一起，加强内部沟通交流，相互学习，让党建工作成为公司发
展的新动力。

（徐晨 陈锡贵）

各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荫为纪念“五四”运动 99 周年，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
光荣和传统，5 月 5 日上午，电建分公司团总支开展了“五四”
精神主题活动。团员青年们参观了王阳明故居、余姚博物馆，丰
富了历史文化知识，并激励青年员工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在面
对工作上的挫折时，不气馁不放弃，勇往直前。为了公司的业绩
蒸蒸日上，积极进取，勤奋工作。 （齐炯晖）

荫电建公司绍兴滨海项目部于 5 月 4 日上午开展了“五

四”青年节主题活动。项目部以“散发青春活力、强健体魄、增强
凝聚力”为主题，开展了篮球投篮、足球射门、搬砖行走比赛。每
个比赛项目分设一、二、三等奖，青年员工积极参与，团结协作，
挥洒汗水，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崔开宇）

荫5 月 5 日上午，中南公司团支部在武汉革命博物馆，组
织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团日活动。大家先后来到武
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共五大会址、陈潭秋烈士和毛泽东
旧居纪念馆学习参观。通过学习参观活动，不仅丰富了大家党
史知识，而且提高了青年历史责任感。青年员工一致认为，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朝气蓬勃和顽强拼搏的工作状态，积极投
身到企业“走出去”发展中去，立足岗位争先创优，争做新时代
奋斗青年。 （张文言）

荫为进一步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更
好团结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精神，5 月 4 日，安装公
司团支部开展了“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做新时代筑梦青年”主题
团日活动，近 30 名青年团员前往镇海培菊图书馆阅读中国历
史书籍，并参观了镇海中国航空博览园军事体验区及镇海口海
防历史遗址纪念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王鑫姝 邓冰清）

各团组织开展五四主题团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