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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5 月
18 日，新疆准东五
彩湾北三电厂 1 号
2 号机组工程（2伊
660MW）项目举行
开工典礼，标志着
该项目全面恢复启
动。陕西投资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
袁小宁、副总经理
赵军，陕西秦龙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
亮、华能新疆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秦海
峰、我集团纪委书
记、监事会主席陈
旭辉及其他参建单
位领导出席开工仪
式。

新疆分公司作
为本工程主标段 1
号 2 号机组主厂房土建施工单位，将发扬浙建铁军精神，高质
量、高标准完成工程施工任务，努力创建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 1 号 2 号机组工程（2伊660MW）
是第二条疆电外送线路“准东—皖南依1100kV”配套电源项目，
是综合开发准东煤炭资源，推动新疆能源、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
绿色工程，本工程建设规模为 2伊660MW 高效超超临界燃煤间
接空冷发电机组，同步建设脱硫装置和脱硝设施，厂址位于昌吉

州国家级准东开发区五彩湾工业园区内，工程建设将为中、东部
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电力供应保障，缓解中、东部地区环境
压力，为加快新疆能源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促进新疆经济
跨越式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计划 2021 年 5 月第一台机组
建成投产，2021 年 7 月 1 日第二台机组建成投产，为建党 100
周年献礼。

（王斌）

新疆准东五彩湾北三电厂举行开工仪式

（本报讯）5 月 20 日上午，江西省区域首座 2 台百万超超临界
燃煤机组电厂———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主厂房工程举行隆
重的开工仪式。江西省赣州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马晓聪、华能集团
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张建林等领导及各参建单位 200 余人参加。

开工仪式上，华能江西分公司总经理张建林要求各参建单位
一定要精诚合作，充分发挥项目优势，履行主体责任，精心组织、精
心施工，把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建成全国同类机组造价水
平最优机组，并争创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主厂房的开工标志着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已全面
开工建设，2 台机组将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和 11 月 28 日前
建成投产。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建成后，对于改善赣州电源
结构、满足电力负荷增长需求、提高赣州电网的稳定安全水平，保
证电能质量，促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优化和改善赣南地区投资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 （杨万辉）

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主厂房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本报讯）5 月 8 日，集团中标南水北调汇水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该项目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田关镇，
建设规模为 1000t/d，配置 2 台 500t/d 炉排炉式垃圾焚烧炉
和 1 台 20MW 纯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工程造价 11404.6 万
元，工期 397 日历天。

集团中标南水北调汇水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筑工程

（本报讯）5 月 7 日，集团中标温州肯恩大学学生学习
与活动中心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该项目地处温州市
瓯海区丽岙镇丽仙片中心组团高教基地肯恩大学中心位
置，单体建筑占地 5757 ㎡，建筑面积 23528 ㎡（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 20613 ㎡，地下建筑面积 2915 ㎡）；学生学习与
活动中心地上六层；地下一层。工程造价 17863.77 万元，工
期：600 日历天。

集团中标温州肯恩大学
学生学习与活动中心
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本报讯）5 月 9 日，集团中标中节能（保定）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扩建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置共建项目土建施工工程。该项目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
区孙村乡大侯村南，建设规模改扩建工程设计选用 1 台
1000t/d 炉排式垃圾焚烧炉，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约 36.5 万
吨/年，配置 1 台中温次高压卧式余热锅炉，1 台 25MW 的
汽轮发电机组，垃圾池按 2伊1000t/d 考虑布置，预留 1伊
1000t/d 焚烧生产线及 1 台 25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的
场地；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置建设规模 250t/d，预留二期扩建
100t/d 能力，最终达到总设计规模 350t/d。工程造价
13482.5 万元，工期 310 日历天。

集团中标中节能（保定）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扩建
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共建项目
土建施工工程

（本报讯）5 月 20 日，新疆分公司中标浙能·俪都钱塘
项目（二期工程），项目业主为浙能集团新疆准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该项目中标价为 7200 万余元，总建筑面积 28571.95
平方米，位于新疆昌吉市奇台县米东路南侧，计划 2019 年
6 月 1 日开工，2021 年 1 月 20 日竣工，总工期 600 天。

此次中标是新疆分公司继浙江天铁工程材料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后承接的北疆市场的又一项目，分公司将以此为
契机，持续深耕拓展北疆市场，同时将这一工程打造成亮丽
的名片，为分公司实现打开北疆市场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
的贡献。 （王斌）

集团中标
浙能·俪都钱塘项目

（本报讯）5 月 8 日，华能陕西公司召开延安电厂工程推进
会，华能陕西公司总经理姜鹏就各参建单位工期节点等进行了
部署。电建分公司副经理唐立明汇报了我标段施工情况，表示将
严格按照要求，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华能延安电厂工程建设，
确保投产时间节点，铸造精品，回报革命老区、回报华能业主。

（岳存强）

华能陕西公司
召开延安电厂工程推进会

（本报讯）5 月 23 日夜晚 10 时 45 分，经过广大施工人
员 28 个小时连续奋战，由电建公司承建的华能瑞金电厂二
期扩建工程烟囱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一次性振捣到
位。

烟囱基础底板属于典型的大体积混凝土，其直径 39
米，厚度 3.5 米、钢筋 400 余吨、混凝土方量 3776 立方米，
是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项目工程中单体体积最大的一个
大体积混凝土基础。为了确保烟囱基础底板混凝土浇筑过
程中不出现冷缝，并一次成型。在浇筑期间，项目部领导、施
工员、质检员、安全员等坚守岗位，分班跟踪，对浇筑过程中
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环节进行了全过程、全方位的旁站监
督，从而使此次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始终处于一个良好的受
控状态，确保了烟囱基础底板混凝土浇筑又快又好完成，创
下了历年来烟囱基础底板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速度最快、效
率最高的记录。 （杨万辉）

华能瑞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烟囱基础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

（本报讯）5 月 14 日，在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召开的
4000 万吨 /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 2019 年一季度工程建设
HSE、质量、进度、文明施工总结会上，我集团三分公司催化
项目部施工的 450 万吨/年催化装置工程，荣获 2019 年一
季度清水混凝土框架结构样板工程。

（三分 冯洪）

三分公司鱼山项目
荣获样板工程

中标信息

获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工程

茛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荩攀枝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银华能轮台电厂

茛高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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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工地工作，进一步发挥廉
政文化的教育引领和在工地反腐倡廉的积极作用，增强施工人
员的廉政意识，筑牢廉政防线，5 月 20 日下午，集团公司与宁波
市安质总站（市建管处）在一分公司应家保障房项目，联合举办
“廉政文化进工地、清风廉韵伴我行”活动。集团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陈旭辉参加活动并作交流发言。

本次活动内容包括召开廉政文化进工地现场会、总站与项
目签订廉政承诺书、与会人员参观廉政书法摄影展和参与廉政

文化灯谜活动。市安质总站副书记、副站长邱惠萍主持会议并介
绍总站近年来开展廉政文化进工地情况，市住房保障中心以及
市住建局机关党委、纪检组、宣教处有关领导先后发言，对我集
团开展廉政文化进工地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一分公司应家项目
党支部书记夏银银作题为“建设红色工地、营造廉洁环境”的交
流汇报。参加活动的还有住建局下属各单位和我集团纪检监察
室、宁波区域分公司党组织负责人或代表约 50 余人。

（纪献明）

集团公司与宁波市安质总站联合举办
“廉政文化进工地”活动

（本报讯）近日,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协会组
织召开“2019 年湖北省工程建设优秀 QC 成果交流发布暨
评审会”，近百家建设单位的 440 个 QC 成果参与交流评
审。中南公司获得湖北省 QC 成果奖三等奖 2 项、优秀奖 1
项，连续三年获得多项湖北省 QC 成果奖。

中南公司施工的郑州大雍庄主体一标 QC 小组的成果
《提高 CL 复合剪力墙混凝土观感质量》和三峡现代物流信
息中心大楼项目部 QC 小组的成果《提高大截面框架垂直
度》获得 QC活动成果三等奖。武汉市名都花园南区三期项
目 QC 小组的《采用塑料模板以提高混凝土成型质量》成果
获得优秀奖。

近年来，中南公司以“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加强对项目
实体质量的技术指导和交底，把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
合，狠抓质量管理标准化的同时，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充
分发挥 QC 小组的技术攻关作用，主动解决施工中的疑难
问题。下步，中南公司将继续鼓励项目部做好技术攻关，加
强新技术应用，不断提升工程质量，为企业创精品工程打好
基础。

（张文言）

中南公司再获三项
湖北省 QC 成果奖

（本报讯）我集团在浙建集团概（预）算员协会举办的造
价技能竞赛和工匠推荐活动中，被授予 2019 年度浙建集团
造价技能竞赛最佳组织单位称号。

林欢、李大磊、王琪、王明、方仙鹤被授予 2019 年度浙
建集团造价技能竞赛优胜者称号，王琪被授予“浙建匠才”
称号。

（宣文）

集团被授予浙建集团
造价技能竞赛最佳组织单位

（本报讯）5 月 13 日上午，浙江省设备管理协会在安装
公司开展“会长、副会长、理事单位授牌暨设备管理工作交
流会”，安装公司荣获浙江省设备管理协会理事单位称号并
接受授牌。

会上开展了设备管理工作交流，各协会会员单位代表
介绍了各自企业情况，对设备管理经验和方法进行了热烈
的探讨，各方就彼此的优势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以及互
促学习，为下一步的发展进行战略性的部署。经过交流，协
会副会长杨自中对安装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表示赞赏，他
表示将充分发挥协会整合各类资源的优势和桥梁纽带作
用，做好会员单位服务工作。

安装公司总经理朱东伟表示安装公司将与全体会员单
位共同努力，为设备管理协会添砖加瓦，共同进步共同发
展。 （邓冰清）

安装公司荣获浙江省
设备管理协会理事单位称号

（本报讯）4 月 29 日上午，共青团武汉市洪山区委召开纪
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暨建团 97 周年大会，会上隆重表彰了
2018 年度共青团洪山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中南公司团支
部被授予 2018 年度洪山区五四红旗团组织，并应邀参加表彰
大会。

2018 年，中南公司团支部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团委各项工
作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团支部自身建设，
扎实开展团员青年思想教育，积极开展地方团建共建，引导青
年员工立足本职岗位奉献青春，凝聚力量。团支部与地方街道
先后组织开展了庆祝建党 97 周年“党在我心中”文艺汇演和
“弘扬雷锋精神，关爱贫困儿童”主题团日活动，举办了纪念五
四运动 99 周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红色教育和“相约
青春筑建幸福”青年联谊活动，组织党团员无偿献血，开展庆
祝浙江二建集团成立 60 周年素质拓展活动。广大团员青年爱
岗敬业、扎实工作、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用青春和汗水砥砺奋
斗，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团员青年的激情风采和良好形象，为中
南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张文言）

中南公司团支部被授予
武汉市洪山区五四红旗团组织

（本报讯）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立夏”节气，七分公司泰河
学校扩建工程项目部开展“建筑工人沟通日活动”，为建筑工
人“送温暖、送知识”，为每位建筑工人送上美味可口的茶叶
蛋，共同学习安全、卫生健康知识。通过沟通交流，认真倾听、
采纳工友兄弟们的良好建议，共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使
项目施工顺利开展。

（七分公司泰河学校扩建工程项目部）

泰河学校扩建工程项目部
开展建筑工人沟通日活动

（本报讯）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钢构公司团员青年
于 5 月 4 日前往由钢构公司参建完成的宁波城市展览馆参观
学习，全面感受发展中的新宁波。

宁波市城市展览馆是宁波东部新城的地标性建筑，主体
钢结构建筑由钢结构公司完成，该项目采用了“丝绸之路”的
理念，整个展览馆的空间、结构以及建筑造型如丝带一般交织
在一起，从地平面开始，环绕而上包裹着建筑，象征一条舞动
的丝带。时任宁波市城市展览馆项目技术负责人的曾雪刚为
团员青年讲解了项目的建设过程。

该项目主体结构为钢结构筒体+支撑柱体系，制造及安装
难度大，4 个筒体分别位于四个角落，通过外围梁柱框架结构
将四个核心筒合拢成稳定的结构体系。除了第一层为垂直钢
柱，往上各层均向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弯折，斜钢柱每层角度
多变，无规律可循，形成复杂的空间结构体系，也是该项目的
最大亮点。据宁波市城市展览馆的讲解员说，下一步要将这个
柱子打造成网红柱子，让大家都来一睹城展馆的风采。

除了感受建筑上的美感，团员青年们在宁波市城市展览
馆中还领略了宁波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未来宁波”的风貌。

发展中的新宁波充满力量心怀希望，不断向前奔跑，钢构
的团员青年们表示，要借着这股朝气不断奋斗，为公司的发展
添砖加瓦。 （王倩 董金梅）

钢构团员青年
赴宁波城展馆参观学习

（本报讯）5 月 10 日,安装公司团总支开展“凝聚青年力
量 建设书香安装”主题团日活动。这次书香之旅，旨在进一
步激发青年职工学习热情，争当学习型、知识型、技能型人
才，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形成全员学习、终身学
习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举办了读书会、观看红色影片等。团员青年每人
选择了一本推荐书籍，在活动中分享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学
到的知识及心得体会。

（张吉）

安装公司开展“凝聚青年力量
建设书香安装”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5 月 18 日，省造价协会举办了“迎祖国华诞，展
造价风采”趣味运动会。集团 6 名员工在总经济师张培乔的带
领下分别参加了平板支撑、套圈、两人三足及趣味接力赛等项
目活动。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趣味横生，两人三足和趣味接力的比

赛尤为激烈，参赛队员个个精神抖擞，能量满满，充分体现了企
业员工齐心协力、敢打能战的团队精神，大家尽情享受着运动
带来的欢乐，在运动中挥洒青春，在比赛中收获友谊。大家纷纷
表示，愿每一次活动都能在二建青年员工的心里留下深刻印
象，为企业和谐健康发展奉献青春，增添力量。 （张之涵）

迎祖国华诞 展造价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