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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2 日下
午，由集团工
会主办、亚杰
置业公司协办
的 2018 年全
国安全生产月
职工演讲比赛
在二建大厦举
行。来自集团
下属各单位的
20 名选手参
加了比赛。集
团副总经理王
贤权、工会副
主席赵学军等
出 席 本 次 活
动。

选手们紧
紧围绕“生命
至上、安全发
展”这一主题，
结合自身的工
作实际、身边
的事故案例，讲述对安全的理解和认知，或娓娓道来，或饱含深
情，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促进集团上下树立全员红线意识，落实
全员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钢结构公司的耿宇萌夺得了本次演
讲比赛的一等奖。来自安装公司的张吉、王鑫姝和亚杰公司的
宋路遥获得二等奖；时代装饰公司的李其霖、一分公司的柳俊

勇、贝锡妮、亚杰公司的张洪华、徐益君获得三等奖。
此次安全生产演讲比赛的举办既是为正在开展的第十七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万里行”活动营造了声势，也起到
了引导广大员工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安全生产警钟长鸣的作
用。

（宣文）

集团举办安全生产演讲比赛

（本报讯）6 月 22 日上午，由浙建集团主办，浙建集团安
全员协会和浙江三建承办的 2018 年安全员专项技能比武大
赛在浙江三建杭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举行。
来自浙建集团 12 家子公司、事业部代表队的 36 名选手参赛。

大赛采用理论考试和现场排查相结合形式，对参赛选手
理论知识水平和安全实物技能进行综合考评。经过激烈角逐，
我集团公司获得团体组织优胜奖第二名，五分公司姜航天获
得个人第三名，生产安全部窦怀著获得第七名，材设公司俞堃
获得第八名。 （窦怀著）

我集团在浙建集团安全员
专项技能比武大赛中
荣获团体组织优胜奖第二名

（本报讯）6 月 15 日，根据集团第十七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的总体安排，推动安全员素
质和水平的提升，集团举办了安全员技术比武。来自下属各
单位的 33 名安全员代表参加了比武。

比武采取理论考试和查安全隐患两种形式。最终材设
分公司俞堃获一等奖，董家畈项目部刘聪、五分公司陈建
军、一分公司吴侃获二等奖；一分公司何松波、刘志国、三分
公司陈建明、六分公司孙正洪、董家畈项目部张蒙、中南分
公司汪灵获三等奖。

（宣文）

集团举办安全员技术比武

（本报讯）6 月，集团根据“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围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主题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巡回演
讲活动。在安全月演讲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三位获奖选手分
别来到一分公司宁波科学中学新建项目、钢结构公司制造
车间项目、时代公司骆驼街道小城镇综合整治提升一期工
程等进行巡回演讲。

选手们演讲内容平实感人，细腻温暖，让在场的每一位
民工都深受触动，博得了热烈掌声，使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安全的重要性。此次巡回演讲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安全生
产宣传工作，扩大了宣传的覆盖面，为安全生产建立了一道
安全防线。

（刘四维）

集团开展安全月巡回演讲活动

（上接第 1 版）
沈德法指出，要以高度的紧迫感，确保按期实现项目党组

织全覆盖。实现项目党组织全覆盖，是集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集团落实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精神的重大举措，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集团基层党建工
作的重要抓手。各单位要按照“党支部建在项目上”的要求，织
密项目党组织网络体系，把党的组织建到车间班组、经营网点、
海外机构，建到项目一线、关键环节，强化项目党组织全覆盖，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功能，强化教育管理党员功能，确保今年 6
月底前在建项目全部建立党组织，努力消除项目党组织“应建
未建”的空白点和盲点。

沈德法要求，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高效推进各项举措落实
落地。推行“项目长”制度、实现项目党组织全覆盖，是集团年
度工作会议确定的两项重点任务，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各级管
理人员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积极落实落地各项创新举措，
将集团的管理触角真正深入到上千个项目现场。一要提高认
识，加强组织。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推行“项目长”制度、实现项
目党组织全覆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推进落实“项
目长”制度和“项目党组织全覆盖”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各
子公司要做好“项目长”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制定本单位实施
工作方案；各子公司总经理要担任所在单位总“项目长”，作为
本单位推行“项目长”制度的直接责任人，负责组织协调，落实
分工执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承担起项目党组织全覆盖工作的
政治责任，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副书记是直接责任
人，确保按时所有在建项目建立党支部。二要深入调研，全面
掌握。“项目长”要每年至少 2 次深入每个联系项目进行走访调
研，积极采用电话沟通、视频交流等形式及时了解项目实施新
情况、新动态。各三级分（子）公司党组织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摸排，形成在建项目建立党组织情况汇总表。各子公司党委要
通过党委专题研究、分管副书记带队检查、党群部门逐个检查
等方式，全面系统地掌握所属在建项目党组织建设情况。三要

强化监督，严格考核。集团将成立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分成多
个检查小组随机对三级分（子）公司或项目部落实情况进行专
项检查，并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向有关单位提出整改意见，督
促 7 月底前整改落实到位。要把“项目长”制度和项目党组织全
覆盖推进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德
述廉述法的重要内容，把相关任务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到各单位
的绩效考核中，与“项目长”、党组织书记个人薪酬挂钩。四要
遵守规定，严肃作风。“项目长”在联系项目过程中要严格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36 条”办法、省国资委“26 条”要求以及
集团有关具体规定，相关调研、检查要轻车简从，不提前打招
呼，不搞层层陪同，不给基层项目增加负担，不得接受联系项目
请吃，不领取任何报酬。

最后，沈德法还强调，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
态度，自觉抓好省委关于集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
情况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要牢牢把握“降杠杆、减负债、防风
险”的政策方向，切实加强 PPP 项目管理；要开展好“安全生产
月”系列活动，确保企业运行安全有序。

陈桁要求，各子公司、分公司要认真领会贯彻会议精神，切
实把“项目长”制、“支部建在项目上”两项工作的责任担当起
来，认真履行好一岗双责的责任，以钉钉子的工作精神，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真抓实干，真正把工作落实到条线
工作重点上，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浙江三建党委书记、董事长曹伟，浙江大成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伟就落实“项目长”制度作表态发言，浙江建工中南公司党
总支书记马能，我集团五分公司党总支书记郑建民，浙江安装
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党委书记叶德全就落实“支部建在项目
上”作表态发言，表示要全面及时落实“项目长”制度、“支部建
在项目上”工作，争当制度推行的排头兵，确保按期实现项目党
组织全覆盖。

我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及部门正副职，各分（子）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及部门正副职在各视频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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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6 月 20 日上午，浙江省省长袁家军率浙江省党政代表
团参加了由浙江省援建、我集团承建的“阿克苏地区学前教育师资培
训中心项目”交钥匙仪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克苏地
委书记窦万贵、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指挥长王通林，阿克苏地区、浙江
省援疆指挥部有关领导、浙建集团总经理陈桁和我集团总经理汤旭
明也参加了此次仪式。

此次“交钥匙”的“之江实验幼儿园”和“西子楼”是由浙江援建的
师资培训示范性幼儿园和学前教育综合培训中心，项目占地面积
1066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000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全
部建设资金全部由浙江省援疆资金全额出资。项目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正式开工建设，原计划 2018 年 7 月 11 日交付。在施工过程中
项目部认真履行企业责任，严格规范质量标准，全体管理人员与劳务
班组上下一心、不分昼夜，不畏艰难，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保质
量、保安全提前 21 天完成交付，在短短的 292 天时间里，建设完成了
“之江实验幼儿园”“西子楼”项目建设，创造了浙江速度，树立了浙江
形象，充分展现了“浙建铁军”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实力，彰显出了
大型国企责任担当的形象。 （王斌）

袁家军省长等出席阿克苏地区
学前教育培训中心交钥匙仪式

（本报讯）6 月 22日下午，集团召开干部大会，浙建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沈德法参加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党委组织
（人力资源）部部长沈伟新宣读集团党委任免决定：陈海燕同
志任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莹同志任浙建集团总经理助
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长职务；汤旭明同志不再担任集团党
委书记、总经理职务，由集团聘为顾问；丁民坚同志任集团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春雷同志任集团董事、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楼少敏同志不再担任集团副总经理职务。

沈德法指出，这次二建领导班子调整交流，是浙建集团
党委从有利于二建的改革发展，有利于加强二建领导班子
建设，有利于加强中层管理人员交流任职的大局出发，经过
充分酝酿、通盘考虑、反复研究作出的。希望二建领导班子
和广大干部职工能够正确认识、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以实
际行动贯彻落实好集团党委的决定。

沈德法充分肯定了二建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蒋莹、
汤旭明同志为二建改革发展稳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指出
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建筑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的严峻形势，二建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紧紧围
绕浙建集团决策部署，落实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强
人才、转方式、控风险、补短板各项工作，企业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取得了较好业绩。尤其是在贯彻集团决策部署坚决、
领导班子团结和谐风清气正、企业发展步伐稳健、管理规范
化、品牌建设、党的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沈德法指出二建是
篇很好的文章，氛围好、人好、所处地理位置好、机遇好、多
元化发展好、基础好，他同时也指出了二建“思想比较保守”
等五大短板，就二建今后工作提出了七
点希望和要求：

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耕宁波
本地市场。重点把握好宁波推进“六争攻
坚”的大建设机遇、县域经济发展的机
遇、港口和海洋经济的机遇。

二要巩固强化多元优势，做大做强
专业板块。巩固电力、环保等领域的领先
发展优势，提升化工、钢结构、安装业务
版块实力，延伸拓展新的专业业务板块。

三要补齐区域经营短板，开拓“走出
去”发展新局面。做好政策引路、依托人
才开路、抢抓资源铺路，发展壮大现有省
外区域市场，积极开拓新的区域市场。

四要深化落实人才强企，推动高质
量高水平发展。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培
育项目管理队伍品牌化。

五要强化班子团结协作，形成合力攻坚、上下齐心的干
事创业氛围。

六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建基础保障企业发
展。

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

蒋莹在离职感言中表示坚决拥护浙建集团党委的决定，
感谢全体员工对他工作的支持帮助和理解，并表示在新的岗
位一定继续关注、帮助浙江二建的工作和发展，相信二建在
新的领导班子带领和大家的努力下，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汤旭明用“服从拥护、感谢感恩、尽力尽责、祝福祝愿”
表达了他的离职感言，他表示虽然退居二线，也一定全心全
意为二建的发展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

陈海燕在表态发言中衷心感谢浙建集团党委和领导的
培养、信任和肯定，衷心感谢二建两级班子成员及广大干部
职工一贯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表示今后将不忘初心，勤奋
履职；团结班子，带好队伍；坚守底线，廉洁自律，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严格落实浙建集团党委决策部署，实实在在推动
二建稳健发展。

丁民坚在表态发言中感谢组织的信任，表示要在浙建
集团的领导下，在以陈海燕为班长的二建党委、董事会带领
下，自加压力，尽快熟悉、尽快学习、尽快融入。

集团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总部全体管理人员等 170 余
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记者）

集团召开干部大会

（本报讯）6 月 12 日晚，浙建集团召开落实“项目长”制、“支部建
在项目上”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对浙建集团年度工作会议确定的推行
“项目长”制度、在建项目党组织全覆盖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
再落实。浙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沈德法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议由浙建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桁主持。浙建集团领导班子成
员陈光锋、刘建伟、娄解民、吴飞出席会议。

沈德法强调，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切实推行落实好“项目长”制
度。推行项目长制度，是贯彻落实集团“四个强企”总体布局的创新举
措，是强化延伸管理、扩大延伸范围的重要环节，是加强项目风险管
控、提升项目效益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基层指导服务、改进工作作风
的内在要求。推行“项目长”制度的本意在于推动子公司领导管理重
心下移，进一步打通集团决策部署、目标任务在项目基层得到有效贯
彻落实的通道。“项目长”要切实承担起管控项目全过程的职责，争做
集团战略理念的传播者、决策部署的推动者、管理举措的执行者、行
为规范的引导者、项目效益的守护者。要深化推动集团“五个转”“四
个强企”发展理念和“一切工作到支部”“支部建在项目上”工作导向，
引导联系项目全面贯彻执行集团决策部署、规章制度和基层党建、党
风廉政建设等要求；要主动深入项目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掌握项
目经济效益、创优夺杯、技术创新、工期要求等责任目标的实施情况；
要承担起培养项目人才的职责，为集团“人才强企”培养储备力量。

（下转第 4 版）

浙建集团召开落实“项目长”制、
“支部建在项目上”工作专题视频会议

（本报讯）6 月 3 日，集团中层管理人员大会在总部召开。
会议深入回顾今年以来工作，围绕“四个强企”对集团全年各项
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强调、再动员。集团领导蒋莹、汤旭明、陈海
燕、王剑平、王贤权、娄忠辉、陈旭辉、楼少敏、赵青青、陈春雷、
张培乔出席会议，集团全体中层管理人员和机关全体员工参加
会议。

蒋莹董事长作题为《围绕“四个强企”抢干实抓 确保完成集
团年度各项目标任务》的重要讲话，要求集团上下统一思想、振
奋精神、增强信心、积极作为，增强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全面
推进年度目标任务完成。一是进一步强化变革强企，加快推进集
团经营生产中心工作。要重点抓好“三大市场”、项目管控、新型
业务、建筑工业化、“走出去”发展等工作，全面落实全员经营；二
是进一步强化创新强企，创新推进集团各项工作。要大胆创新理
念，加快总承包能力建设，加强资金集控、推动绩效管理改革，加
强总部职能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应用；三是进一步强化人才强
企，抓好“五支队伍”建设。要推进干部年龄结构优化，加强青年
人才联系培养，培育好科技人才队伍、项目管理团队和工匠队
伍；四是进一步强化文化强企，把力量凝聚到完成目标任务上
来。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开展 60周年系列活动，建好品牌宣传

平台，用好项目宣传窗口，做好创优夺杯和资质延续工作；五是
注重风险防范，提升集团发展质量和效益。要抓好项目风险管
控、财务资金管控，进一步加强审计和结算清欠；六是围绕“四个
强企”，狠抓工作落实，全面推进全年目标任务完成。要强化责任
意识和过程管理，增强学习，以结果为导向推进落实。

党委书记、总经理汤旭明传达了浙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沈德法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2018 年度第三次集体学习会
上的讲话精神，要求认真落实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
活动，学习把握形势和目标任务要求，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解决
实际问题，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汤旭明
强调，要静下心来，客观清醒认识面临的形势困难，深入查找问
题根源；要围绕问题，讲政治、重担当，真正把责任担起来、指标
挑起来；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满怀希望和激情，全力推进工
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升深度、改进工作，对照年
度目标任务和半年时间节点，抢抓指标完成。

会议还就内部巡察工作和落实推行“项目长”制度进行了
布置，集团分管领导分别通报了 1-5 月各条线工作情况，剖析
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和强调。中南分公
司、新疆分公司以视频连线参加会议。 （孔圣扬）

集团对全年各项任务进行再部署

绎根据浙总工发（2018）48 号文件，集
团被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
2017 年度浙江省“安康杯”竞赛先进集体。

绎6 月 11 日，宁波市镇海区建筑业协
会发文表彰 2017 年度优秀项目经理。我集
团（含子公司）王东云、陈建新、严旭波、朱崇
伟、厉斌新、倪建浩、任麟波、崔明星、徐晨、
谢宝伟、李红标、何继祖、王珂、杨贵超等 14
名项目经理获此荣誉。

简 明 新 闻

（本报讯）5 月 29 日，集团召开第十七个
“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动
员大会暨 2018 年安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集团
公司安委会成员；各单位生产、安全分管领导；
各单位生产、安全部门负责人及在宁波地区的
项目经理参加了会议。

会上，集团安委会主任、董事长蒋莹强调，
要按照“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要求，加强宣传，逐级动员，全面落实，确保活动
取得成效,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安全生
产月促集团全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提升。他强
调五方面工作：一是思想上再重视，把安全生产
这根弦牢牢绷紧；二是落实上再发力，以“安全
生产月”推动安全工作规范化；三是监督上再深
入，以“查”促“改”防范风险漏洞；四是管理上再
提升，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融入安全生产工作；五
是防灾上再谨慎，认真应对夏季防暑降温和防
汛抗台工作。

安委会副主任、总经理汤旭明要求按照会
议精神全面贯彻好、落实好、宣传好、发动好，强
调落实“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全员发动，全员
参与，做到安全生产全覆盖、全到位。要创新活
动载体，根据各地政府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加强与业主等各方互动，开展富有成效、具
有亮点的活动，真正通过活动取得实效。

安委会副主任、副总经理王贤权在会上传
达了上级和集团安全生产有关文件，总结通报
了近期集团公司安全生产情况，并布置了下一
阶段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最后举行了安全生产承诺签名仪式。
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是“生命至上，安

全发展”，集团为认真做好本次活动，加强组织
领导，成立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
行”活动领导小组，并将集中开展一系列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活动，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应急处置能
力，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围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主题，集团将组
织开展专项安全隐患治理、劳动保护专项检查
行动、安全生产演讲比赛、巡回演讲、安全知识
技术比武、现场观摩安全应急成果、安全科技产
品交流展、安全知识讲座、安全论坛等一系列活
动。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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