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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宜兴市 1700 吨/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 6 月
25 日正式开工，光大环保指挥部
人员和四分公司施工人员参加了
开工仪式。

该工程是四分公司承建环保
工程以来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设 2 条机械炉排垃圾焚
烧线，处理能力为 1700t/d，配置
2 台中温次高压余热锅炉+1伊
N45MW 汽轮机垣1伊45MW 发电
机组。配套建设飞灰稳定固化处
理系统、烟气处理设施、渗滤液处
理工程等，合同造价 1.36 亿元。

（李龙江）

四分公司承接的最大的
环保发电项目在宜兴开工

（本报讯）
近日，中南公司
施工的郑东新
区大雍庄社区 A
区一标段项目，
在郑州市郑东
新区扬尘污染
治理专项行动
中，于当地 460
个项目工地中
脱颖而出，成为
荣获全区通报
表彰的“四好工
地”之一，并受
到郑东新区管
委会奖励 10 万
元。6 月 13 日上
午，郑东新区管
委会组织当地
在建项目负责
人来到项目现
场，观摩学习项
目管理与扬尘
治理，共 50 余人参加观摩。

观摩会上，观摩团一行实地踏看了施工现场，
中南公司项目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工程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出入车辆清
洗、路面硬化、渣土车辆密闭运输、施工现场远程
视频、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等方面工作。郑东新区
扬尘执法大队常务副大队长李小魁对项目标准化
建设与扬尘管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号召观摩
团成员以浙江二建大雍庄社区 A 区一标段项目为
标杆，加强对标学习。

大雍庄社区 A 区一标段项目自开工以来，认
真落实集团扬尘治理要求，积极响应当地政府扬

尘治理号召，及时组建项目扬尘治理小组，落实扬
尘管理专员，建立项目全员齐抓共管机制。同时严
格按照当地政府“八个百分百”要求，强化日常管
理，加大项目巡查整改力度，确保扬尘防治工作落
实到位。此次项目荣获郑东新区“四好工地”，是继
2017 年 12 月项目受到郑东新区通报表彰以来，再
次受到全区通报表彰，进一步提升了浙江二建在地
方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中南公司开拓河南市场树立
良好企业形象。

此次观摩会还受到郑州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
和报道。

（范开斌 黄继赢）

中南公司大雍庄社区A区一标段项目
再次受到郑东新区通报表彰及奖励

（本报讯）6 月 5 日，日本团纪彦建筑设计事务
所泽野英二先生、涂志强先生、陆海教授等一行人
来到时代公司在建的高新区滨江绿带整治工程五
期（翔海路-大东江）I 标段进行考察和交流 。

（时代）

日本团纪彦建筑设计事务所泽野先生一行
来滨江五期项目交流考察

（本报讯）2018 年 5 月份，在华能宁夏大坝四
期发电有限公司、中咨监理有限公司组织的 8 次
专项文明施工检查以及专项检查验收中，电建公
司华能宁夏大坝电厂项目部被授予“文明施工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项目经理赵景锋荣获“安全、文
明施工管理优秀者”；安全主管严继承荣获“文明
施工先进个人”。

检查评比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 DL5009.1-
2014《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以及《基建工程文
明施工管理制度》等，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文明施
工管理，力求实现文明施工布局模块化、区域管理
定置化、安全设施标准化、施工过程程序化、作业
行为规范化、绿色环境和谐化，创建同期火电工程
文明施工一流现场。 （岳存强）

电建公司华能宁夏大坝电厂项目部
荣获“文明施工先进单位”

（本报讯）6 月 19 日下午，为深
入开展 2018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
动，浙建集团在浙建钢构生产基地
召开 2018 年第二季度生产安全例
会暨建筑机械设备管理中心全体成
员会议，浙建集团副总经理吴飞、浙
建集团二级单位分管生产安全领导
及建筑机械设备管理中心的全体成
员 4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吴飞等还到浙建钢
构生产车间检查指导，并听取浙建
钢构公司总经理王学夫关于公司
运营以来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及发
展情况。吴飞肯定了生产车间的生
产安全管理、文明施工、生产秩序、
生产状况，并要求盛夏期间要切实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确保企业生
产安全、员工安全，同时也希望浙
江浙建钢结构有限公司继续努力，
为浙建集团建筑钢结构事业的发
展多做业绩。

（张冰林）

浙建集团第二季度
生产安全例会
暨建筑机械设备管理中心
全体成员会议
在浙建钢构公司召开

（本报讯）日前，第七分公司中
标承建的泰河学校扩建工程正式
开工，截止 6 月 4 日，累计完成工
程（围护）桩 105 根。该工程位于宁
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通泰路 69
号，中标价 4860.5717 万元，工期
480 天，总建筑面积 14267.43 平方
米（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 4969.6 平
方米），主要建筑内容为均按省一
类标准配备的普通（专用）教室、教
师办公楼、图书馆、体育活动室、地
上架空层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及相
关配套设施。

（泰河学校扩建工程项目部）

泰河学校扩建工程
开工建设

（本报讯）6 月 12 日，集团 BIM
中心人员赴四分公司进行了为期
两天的 BIM 专场培训。本次培训对
象以四分公司项目部现场管理人
员为主，内容为 Revit 基础应用，涉
及柱、梁、板、墙、楼梯、体量等模型
的创建。

（子不语）

集团 BIM 中心人员
赴四分公司
进行 BIM 专场培训

（本报讯）5 月 29 日，集团中标宜兴市
1700 吨/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筑工
程，该工程位于宜兴市新街街道归径社区
蒲墅村北，工程建设规模为占地面积
31914.36㎡，建筑面积 41462.39㎡，建设
2伊850t/d 炉排炉焚烧炉+1伊45MW 汽轮发
电机组。工程造价 13798 万元，工期 456
日历天。

（王旭波）

集团中标宜兴市 1700 吨/日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筑工程

（本报讯）6 月 13 日，集团中标江西和
济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江西合赢光电建设
项目，该项目位于江西上饶经济技术开发
区，总建筑面积 95410.69㎡，地上 3-8 层，
地下 1 层。工程造价 14522 万元，工期 299
日历天。 （王旭波）

集团中标
江西合赢光电建设项目

（本报讯）6 月 12 日，集团中标浙江中
意启迪科技城一期建设项目，该项目位于
余姚市滨海新城人和路东侧、兴滨路南侧
地块，总建筑面积 124386.5㎡。项目由 15
幢三层厂房、2 幢四层厂房、门卫、配电房、
水泵组成。工程造价 21625.52 万元，工期
410 日历天。

（王旭波）

集团中标浙江
中意启迪科技城项目一期
建设项目

（本报讯）近日，钢构公司中标中科合
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 80 万吨/年蒸汽裂
解装置钢结构项目，工程量达 5548t，合同
金额 4432 万元，确保了公司在钢结构石化
系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2018 年 1-5 月份钢构公司在严峻的
经营形势下攻坚破难奋力前行，通过经营
人员的努力，在钢结构石化系统连续中标
6 个项目，包括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扬子石化 10 万吨/年 EVA 装置总承包项
目、中石化上海金山石化钢结构项目和中
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累计合同额
1.2 亿元；拓市项目钢结构焊接型钢、焊接
H型钢、热轧 H型钢累计订单量 27000t。

截止 5 月底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 5.41
亿元。

（钢构）

钢结构公司中标
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

（本报讯）6 月 22 日，钢结构公司
下属子公司浙建钢构第一届桁车工、
手动桁车技能实操竞赛在湖州基地制
造车间举行，制造部 7 个班组 21 位员
工参赛。

经过激烈比拼，王国防班组的魏
弟奎以实操最终成绩 443 分夺得手动
桁车第一名；龙付生班组的王自付获
得第二名；邱献忠班组的刘中强获得
第三名；鲁宏才班组的杨贝贝以实操
最终成绩 216 分夺得桁车第一名；陈
冬梅获得第二名；黄静获得第三名。

本次比赛活动既检验了一线吊装
人员的技能水平，帮助同工种员工找
出差距，锤炼了操作技能，也丰富了一
线员工的工作生活。同时，借“安全生
产月”系列活动开展之际，进一步宣传
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提高员工安
全意识，强化操作规程执行，为确保车
间平时吊装安全和公司安全生产大局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余群卫）

浙二建钢构湖州基地举办第一届桁车工、
手动桁车工操作竞赛

中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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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5 月 31 日，浙建集团总部经营管理部经理、支部
书记陈悦带领支部 3 名党员，来到一分公司杭州湾新区宁波科
学中学新建项目工地，与项目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集团党
委书记、总经理汤旭明，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海燕，党委委
员、党群工作部主任赵学军等参加本次活动。

宁波科学中学新建项目于 2018 年 1 月正式开工，系 PPP
工程，项目总投资 50242 万元，项目支部于 3 月 5 日成立，现有
党员 9 名，其中流动党员 6 名。在听取项目支部党建工作、工程
施工管理和亚湾（SPV）公司经营情况汇报后，陈悦书记对今年
1-5 月浙建集团经营形势、主要指标完成和所在支部活动等情
况作了宣讲，对下阶段两个支部结对共建活动提出了建议。两个
支部针对当前项目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双方党组织负责人表示，要通过组织共建、理论
共学、人才共育、困难共帮、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党建保障和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助
力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纪献明）

浙建集团总部经营管理部支部
与一分公司宁波科学中学项目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6 月 22 日，浙建集团投资管理部经理、党支部书
记许峰带领支部 4 名党员来到安吉与六分公司安吉县递铺镇
第三小学和昌硕文化中心二期（图书馆）PPP 项目党支部开展
结对共建活动，三小和图书馆项目党支部 3 名党员参加共建
活动。

项目党支部书记戴胜娟介绍了 PPP 项目的基本情况及项
目党建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双方讨论交流了党建工作心得。两个
支部针对当前项目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
行了探讨。并围绕“组织共建、理论共学、人才共育、困难共帮、资
源共享”交流党建如何围绕中心工作、如何与项目建设紧密结
合，以党建成效促进项目建设。最后许峰书记以“弘扬红船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题开展了微党课教育活动。

（六分戴胜娟）

浙建集团投资管理部党支部
与安吉三小和图书馆 PPP 项目支部
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6 月 25 日上午，集团召开年中结算、清欠专题
会议。

会上各单位汇报了上半年的结算、清欠工作及下半年工
作安排。集团相关职能部门指出了上半年结算、清欠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对下半年的工作具体作了要求。分管领导赵青青总
会计师对下半年结算、清欠工作重点进行了布置。

集团总经理丁民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结算、清欠工
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体量很大。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一定要
重视。对挂牌项目、重点、难点项目要个案分析，千方百计催
讨。并要求各单位再接再厉高质量完成今年结算、清欠目标。

总会计师赵青青、总经济师张培乔、成本、清欠、法务部门
及各分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集团清欠办公室）

集团召开结算、清欠专题会议

（本报讯）6 月 15 日下午，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钱
三雄一行来到四分公司施工的浙江旺能湖州四期环保工
程建设现场，实地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在听取了旺能
总经理管会斌和我公司项目经理王磊的工程建设情况的
简要汇报后，他要求要加强工程管理，保证工程按期建
成，早日实现湖州垃圾全部无害化处理，为环保建设多做
贡献。

（四分）

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钱三雄一行
到四分公司湖州四期环保工程建设
现场调研

（本报讯）6 月 21 日下午，乐山市市长张彤莅临位于
乐山市市中区茅桥镇的光大国际乐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
保发电项目考察指导，光大环保能源（乐山）有限公司经
理袁泉陪同考察。张市长对乐山市城市发电项目的建设
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乐山市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
区茅桥镇迎阳乡，建设规模为 2伊500 吨/日的焚烧线，1伊
20MW 汽轮机发电机组，主厂建筑面积为 25336.02 ㎡，
烟囱高度 80m，项目质量标准为确保“电力行业优质工
程”。该项目由四分公司承建，工程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
开工，整个工程投标总价为 1.0466 亿元。 （李子江）

乐山市市长张彤一行
考察乐山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

（本报讯）为切实维护员工身心健康，为员工撑起“健康保
护伞”，结合国家第十七个安全生产月活动。6 月 26 日，钢结
构公司下属子公司浙建钢构邀请武康健保集团、雷甸卫生院、
余杭中医院等专家、医护人员为在厂员工义诊。

此次义诊体检有：视力、五官、血糖、血压等检测以及内
科、外科、骨科、伤科与推拿等医检项目，接待公司管理人员和
一线作业人员体检和咨询 100 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单 130
余份。参加体检的员工表示，公司组织体检，是对我们的深切
关怀，通过体检可以达到“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的目的，让
我们以健康的身体投入到各项工作之中。

本次活动让员工切身感受到公司有家一般的温暖，进一
步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并且极大地预防避免因高温中暑及
员工健康隐患而影响到生产安全，对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

（张冰林）

钢构湖州基地组织开展
员工健康咨询、体检活动 （本报讯）6 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为了更好地感受

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为安全生产宣传活动献一份力，6 月
6 日下午，安装公司团支部开展了“青年大学习”活动，青
年团员们前往安装公司直管项目茗莲春晓项目部，以“生
产安全至上 青春力量先行”为主题，进行了实地参观学
习。

直管项目部经理吕起荣介绍了项目安全工作情况，
鼓励青年团员们树立人生目标，敢想敢做，努力实现自己
的理想。集团兼职工会副主席、安装公司直管项目部技术
负责人夏友谊围绕安全生产主题，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
为大家讲述了真实安全事故案例，告诫大家安全工作重
在细节，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团员青年还参观了项目施工现场，为烈日下埋头工
作的工人师傅们送上了矿泉水和贴心的问候。

此次的交流学习将安全生产意识与思想认识相结
合，将安全生产从被动接受改变为主动认识。青年团员们
表示，在活动中学到了很多日常工作中没有接触过的知
识，以后要广泛学习扩大认知，充分发挥青年先锋作用，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青年的要求，不辜负企
业对青年的栽培和厚望。 （王鑫姝 邓冰清）

安装公司团支部
开展“生产安全至上 青春力量先行”
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为关心
关爱青年员工，扩大
青年交际圈，搭建情
感交流平台，6 月 20
日下午，中南公司携
手华新环境工程公司
在武汉秀艺轰趴馆，
举办“相约青春 筑建
幸福”青年联谊活动，

共有 24 名青年男女参加。
举办联谊会前，中南公司多次与华新环境工程公司对接，商

议联谊活动方案，提前组建活动参加青年微信群，增加联谊线上
联络。此次活动设置了暖场自我介绍以及“桃花朵朵开”、“心灵
传递”等游戏环节，促进男女青年相互交流。在主持人热情引导
下，青年们尽展才艺，现场活动气氛热烈融洽。

此次活动旨在满足公司青年交友实际需求，为单身青年婚
恋穿针引线，搭建展示自我、交流情感的平台，丰富企业文化。下
步公司将继续围绕关心关爱职工，帮助一线青年员工解决实际
难题，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活动形式，努力保障青年职工队伍稳
定。

（张文言）

中南公司举办“相约青春 筑建幸福”
青年联谊活动

（本报讯）为在广大员工中营造
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争当技术能手
的良好氛围，提升造价员的执业技
能，6 月 27 日，集团举办造价专项
技术能大赛。

大赛以上机操作的方式进行，
机式分为广联达土建算量和擎洲广
达计价组价二部分，根据浙江省
2010 版定额及计价依据，计算工程
量及套价。来自下属 13 个单位的
42 名造价人员参加了比赛。

经过一天紧张的比赛，四分公
司的贾玉龙获一等奖；七分公司王
明，钢结构公司戴靓晶、马绪，亚杰
公司祝丽妃获二等奖；一分公司林
欢、钱晓炎；四分公司陈强强；五分
公司方仙鹤、郭荣振；八分公司马健
宇；时代公司陈金平；直管项目部舒
桂英获三等奖。

（宣文）

集团举办造价专项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