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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张锋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袁集团领
导班子成员尧分公司(事业部)党组织书
记和经理尧总部部门负责人 40余人参加
会议遥
会议听取分公司(事业部)今年以来主

要指标完成情况及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尧总
部部门年度重点工作计划袁并就三月份集
团重点工作进行布置落实遥

会议指出袁一要贯彻落实袁服务服从
浙建集团各项决策部署遥 深入学习贯彻
浙建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沈德法在浙建

集团新春管理人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袁严
格按照沈董在浙建集团党委扩大会议和

集团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工作要求抓好布
置落实遥 分公司要明确责任袁 担当有为袁
落实好集团和分公司工作会议精神要求袁
以重点工作为抓手袁梳理好袁推到位遥 二
要防范风险袁确保企业稳进提质遥 以问题
为导向袁 以巡视为契机袁 以财税大检查尧
巡察审计发现的问题为重点袁做到合法合
规经营等工作遥 三要真抓实干袁确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遥 充分认识到重要性袁狠抓
经营袁确保开门红尧半年红尧全年红袁确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遥按照国企三年行动要
求袁积极推进任期制尧契约化工作遥把人才
工作等党委有关要求落实到位遥确保节后
复工复产顺利袁守牢安全生产尧疫情防控
底线遥做好信访维稳和应急预案遥保持正
风肃纪高压态势袁严格遵守八项规定有关
要求遥

各分公司(事业部)尧各条线要凝心聚
力尧开拓创新尧奋发拼搏尧再立新功袁以优
异成绩完成全年高分报表袁迎接党的二十
大和省十五次党代会胜利召开遥

综合办公室

集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集团再获 3项实用新型专利
近日袁上海分公司申报的叶一种管道

充氩保护密封装置曳尧叶一种受限空间内小
型设备转运及定位装置曳尧叶一种适用于直
饮水机防溅防漏疏水装置曳3项实用新型
专利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

型专利证书遥
据悉袁叶一种管道充氩保护密封装置曳

解决传统充氩过程中密封效果差尧浪费严
重尧操作复杂等难题曰叶一种受限空间内小
型设备转运及定位装置曳改善施工空间受

限大型机具难以应用局面袁 提高转运效
率袁降低施工风险曰叶一种适用于直饮水机
防溅防漏疏水装置曳避免直饮水机溅漏水
和积水问题遥

王 岭

2 月 9日袁 机电工程分公司承建的
海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GW 高效晶硅电池和 6GW 高效晶硅

组件项目顺利投产遥 海宁市长许红莲尧

正泰新能源公司董事长陆川参加投产
仪式遥
该项目于 1月初开工建设袁计划 2022

年 2月起陆续投入试生产袁预计达产后可
实现产值 120亿元遥 春节期间袁分公司项
目部约 150名工人留在海宁过年袁加班加
点抢工期遥 1月 31日袁海宁市委书记曹国
良到该项目施工现场看望慰问春节期间

坚守工地一线的建筑工人袁了解厂房建设
进度及工人生活保障等情况袁对企业积极
支持海宁发展的做法表示肯定遥 项目建设
过程中袁项目全体人员加班加点袁严把安
全尧质量关袁及时协调解决在施工中遇到
的问题袁确保工程进度遥 通过 1个月的艰
苦奋斗袁顺利完成甲方要求的节点袁保证
项目首片组件顺利投产遥

吴锡丰

济南明水化工空分
项目冷箱顺利结顶

1 月 26 日袁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
承建的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氮肥退城进园原料结构调整技术改
造项目 30000Nm3/h 空分项目冷箱顺利
结顶遥
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刁镇化工产

业园袁 于 2021年 10月 10日开工袁 计划于
2022年 7月 23日出氧投产遥 项目部弘扬铁
军精神袁克服气温低尧雨雪多等困难袁在全体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袁 本次冷箱顺利结顶袁按
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袁并为春节后的安
装施工做了充分准备袁赢得业主高度认可遥

倪敏杰

河南淮阳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烟囱顺利结顶

1月 20日袁辽宁分公司承建的周口市淮
阳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烟囱
工程顺利结顶遥
该项目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袁规模

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800t/d垃圾焚烧发电厂
一座袁采用 1伊800t/d炉排炉垃圾焚烧线+1伊
18MW汽轮发电机组袁 年处理垃圾约 29.2
万吨袁年发电量约 1.04亿千瓦时遥 本次烟囱
筒壁(高度 80米)顺利结顶袁为项目炉后烟气
净化系统尧烟道尧电除尘尧引风机等施工创造
了条件袁促进工程整体推进遥 赖梦丹

福建莆田空分
项目开启安装施工

1月 4日袁 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 201
项目部承建的福建永荣科技有限公司己内
酰胺项目二期工程制氢及合成氨装置空分
装置冷箱第一块箱板准时起吊并顺利吊装
就位袁标志着该空分装置正式从土建施工阶
段进入安装施工阶段遥

该项目位于福建莆田袁建设规模为一套
66000Nm3/h空分装置遥 项目部表示袁将充分
发扬浙安铁军精神袁 科学统筹组织施工袁秉
承安全第一尧保质保量原则袁全力完成建设
目标遥 戴法根

兰溪都尔特轮车业
项目厂房顺利结顶

1 月 2 日袁 六分公司承建的浙江都尔
特轮车业建筑工程项目 5 栋厂房顺利结
顶遥

该项目位于金华市兰溪开发区袁总建
筑面积 12万余平方米袁 合同造价 4500 余
万元遥本次结顶的为 5#厂房尧6#厂房尧7#
厂房尧2# 宿舍楼尧办公楼遥 自 2021 年 8 月
20 日开工以来袁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
下,在全体项目人员的辛勤努力下袁项目顺
利推进遥 为保证施工进度袁项目人员加班
加点袁对施工过程进行总体部署袁严把安
全尧质量关袁及时协调尧解决在施工中遇到
的问题袁强化过程控制袁克服新冠疫情不
利影响袁通过 4 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袁顺利
完成结顶遥 下一步袁项目部将继续努力袁精
益求精袁严格按照合同要求袁确保项目按
计划顺利完成遥 孔德强

海宁正泰新能源项目首片组件顺利投产

2月 16日袁二分和空分
工程分公司 218项目部承建
的镇海炼化扩建配套 2伊
90000Nm3/h 空分项目 5#
空分装置顺利出氧遥
宁波镇海炼化林德气体

有限公司 2套 9万空分项目
安装工程袁 自 2021年 1 月
10日开工以来袁项目部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袁 克服工期紧
张等不利因素袁 展现浙江安
装艰苦奋斗的铁军精神遥 在
项目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下袁4# 和 5#空分装置分别
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和
2022 年 2 月 16 日顺利出
氧袁 实际总工期比合同期限
提前 5个月遥 该项目高质量
建设袁树空分标杆尧创企业品
牌袁 集团被宁波镇海炼化林
德气体有限公司授予 野优秀
承包商冶称号袁并收到中石化南京工程有
限公司感谢信遥

镇海炼化两套空分装置顺利出氧袁标
志着该项目在保质量保安全的前提下袁向

业主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袁为双方深化合
作打下良好基础遥 王海涛

镇海炼化空分项目顺利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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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建集团党委委员常德强赴集团慰问困难职工并指导工作

一声问候暖人心袁一声祝福递真情遥 1
月 19日袁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袁浙建集团党
委委员常德强赴集团慰问困难职工并指
导工作遥 浙建集团内审部总经理尧综合监
督室主任余国袁内审部审计主管王奎陪同
慰问遥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包世文袁

建安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遥
常德强与困难职工王克勤亲切交谈袁

详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尧工作情况和家庭
生活现状遥 王克勤的父母双双住院尧孩子
幼小且租房居住袁生活比较窘迫遥 常德强
叮嘱他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向单位反

映袁 鼓励他要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
活袁并为他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金遥

常德强一行调研建安分公司的机构
设置尧人员配备等基本情况袁听取建安分
公司 2021 年的经营情况和重点工作汇
报袁充分肯定建安分公司在经营管理尧安
全生产尧 团队建设以及企业稳定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遥 他强调袁不论在现阶段袁还
是在将来的发展中袁要做到以下四点院一
是充分把握发展主题遥 全力以赴狠抓经
营袁保质保量完成生产经营指标遥 二是时
刻强化风险意识遥 加强法律意识袁 规范
野三重一大冶决策程序和制度规范袁提高
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袁 促进分
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遥 三是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遥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袁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袁把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袁把
党建工作做到项目支部袁 重点在项目一
线发展党员袁确保企业人才队伍稳定遥 四
是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遥 结合近年来
各级纪委通报的国有企业查处的违纪违
法案件袁开展廉政警示教育袁确保守住清
廉自律底线遥 全面落实清廉浙建野八大行
动冶袁做好巡察尧审计尧财务资金检查等发
现问题的整改工作遥 张胜男

1月 31日渊除夕冤袁五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尧
经理虞定岳带领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和春节坚守项目的一线职

工袁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袁并致以新年
祝福遥

活动中袁 分公司领导对困难职工进行慰
问袁并送上物质帮扶和精神鼓励遥 在大榭石化
隧道管廊项目部袁虞定岳向辛勤坚守在岗位的
一线建设者送上诚挚的问候袁高度赞扬项目团
队舍小家尧为大家尧勇担当的奉献精神袁叮嘱大
家注意个人防护尧确保自身安全遥
分公司领导实地查看了项目施工现场袁了

解项目进度及存在困难袁对下一步工作进行指
导遥要求项目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尧安全生产尧
就地过年物资保障工作袁让大家感受到浙江安
装大家庭的温暖遥 范 栋

五分公司开展
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

瑟瑟冬日袁暖暖温情袁春节前夕袁二分
和空分工程分公司组织开展春节走访慰

问活动袁把祝福和关怀送到每一位慰问人
员的心坎上袁让他们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新春佳节遥
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尧经理叶德全带队

慰问在杭养老院的老职工袁 分公司副经
理尧工会主席韩平带队赴衢州慰问离休干
部尧省劳动模范尧军转干部尧百岁老人杨亭
岳尧困难职工等遥
每到一处袁 分公司领导与老干部尧老

职工亲切交谈袁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和身体状况袁并送上慰问金袁祝愿他们新
春快乐尧健康长寿曰慰问困难职工时袁叮嘱
他们注意身体袁树立信心袁要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袁 相信在党和企业的关怀帮扶
下袁日子会越过越好遥
在衢州基地袁 分公司召开了 2021年

度退休职工欢送座谈会袁形式简约但温暖
感人遥 韩平代表分公司为他们发放退休纪
念品袁并致以新春的问侯遥 韩明贤

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衢州基地退休职工合影

二分公司伊朗空分项目 二分公司印度尼西亚空分项目

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
慰问海外项目员工家属
春节前夕袁 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有 75

名员工奋战在海外一线袁 为企业拓展海外业
务尧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遥 分公
司党总支书记尧 经理叶德全录制新春祝福视
频并发给海外项目员工袁 分公司给每位海外
员工家中寄去感谢信和新春慰问大礼包袁感
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和家属的理解支持袁 衷心
祝愿全体海外人员及家属虎年大吉尧 阖家幸
福遥 张 炜

在农历虎年即将来临之际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张锋袁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包世文等领导班子成
员看望慰问集团离休老干部尧困难职工等袁向他们送
上慰问品和慰问金袁并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遥 期
间袁集团领导同老干部尧职工们亲切交流袁仔细询问
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尧 物质文化生活上还有哪些需
求等袁认真听取大家发言袁为他们排忧解难遥
集团赓续传承浙安情怀袁将离退休干部尧困难职工

的关怀和帮扶工作落实处袁尽精微袁问冷暖袁送祝福袁让
浙安人过一个温馨的春节遥 孙寒枫

集团领导走访慰问
老干部和困难职工

集团领导班子虎年开工首日
慰问部门创新业开新局建新功

2 月 13 日袁农历虎年开工第一天袁集团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走访慰问总部各职能部

门和事业部干部员工袁 向大家致以新春祝
福袁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尧团结奋进袁积极投入
到新年各项工作中袁扎实推进集团高质量发
展走在全国安装行业前列遥
在总部各部门袁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热情

地向员工道一声新年好袁并握手致意袁关切询
问员工留杭过年尧工作和生活情况袁激励大家
要有野虎冶的精神状态袁抢抓发展机遇袁狠抓工
作落实袁坚定不移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遥

声声问候暖人心袁句句关怀传真情遥 大
家纷纷感谢领导们的关心关爱袁 并表示将
在虎年使出野虎冶劲袁坚定奋斗信念袁满含工
作热情袁全力以赴完成新年各项任务目标袁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袁 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遥

党群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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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领导分赴各分公司工作会议助企开门红
近日袁杭州市上城区人大代表尧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锋参加杭州市上城区人民代表大会袁积

极履职建言袁为上城区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贡献智慧与力量遥
受集团党委委托袁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分赴所属各分公司(事业部)2022年工作会议袁听取了解并

帮助解决各单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袁 助力以开门红引领全年红遥 要求各单位贯彻落实集团决策部
署袁围绕野政策要稳尧运行要稳尧信心要稳袁指标要进尧改革要进尧效益要进冶要求袁做好六个方面工作院
一要聚焦指标任务袁认真谋划狠抓落实遥 二要把握发展机遇袁持续加强经营开拓遥 三要坚持管理创
新袁全面提升治理能力遥 四要坚持问题导向袁不断深化项目管控遥 五要优化培育提升袁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遥 六要发挥党建引领袁围绕中心双融共促遥 强调要拼起来尧干起来尧跑起来袁要有拼的勇气尧干的
措施尧跑的姿态遥 要以野赛马冶机制为契机袁从感觉良好中清醒过来尧从安于现状中奋发起来尧从争先
恐后中行动起来袁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遥 党群工作部

以下是集团所属各分公司(事业部)2022年工作会议的情景院

集团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方国庆参加四分公司工
作会议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包世文参加建筑安装
分公司工作会议

集团副总经理尧总经济师张华参加二分和空分工
程分公司工作会议

集团副总经理尧总经济师张华(视频)参加重庆分
公司工作会议

集团纪委书记尧监事会主席胡伟权参加上海分公
司工作会议

集团副总经理傅小平参加总承包部工作会议

集团副总经理傅小平参加电气设备安装分公司
工作会议

集团副总经理尧总工程师李劲参加三分公司工作
会议

集团副总经理尧总工程师李劲参加五分公司工作
会议

集团总会计师丁志斌参加机电工程分公司工作
会议

六分公司工作会议 北京分公司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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