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30日，全国建筑
钢结构行业大会在长沙召开。会上
表彰了第十三届第一批（2017年
度）、第二批（2018年度）两批中国
钢结构金奖，局共有19项工程获
奖。

该奖项是中国钢结构行业最
高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两年表
彰一次，是对中国钢结构工程品质

的权威肯定。此次获奖的19项钢结
构工程，遍布超高层、文旅、基础设
施、核电等多个领域。目前，局拥有
中国钢结构制造企业特级资质、中
国金属围护系统承包商特级资质，
在河北廊坊、广东河源、四川成都
布局了3个自有钢结构基地。局已
连续9年斩获中国钢结构金奖。

（详见4版）

本报讯 5月23日，局2019年
雄安新区第一次业务推进会在京
召开。本次会议以雄安新区即将
启动大规模建设为契机，对雄安
新区近期的工作进行总体安排部
署。局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石雨，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张志明，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刘冬，副总经理、
雄安分局局长程同普，局相关部
门负责人，雄安分局班子成员，局
属各单位雄安新区业务主管领导
参会。

会上，雄安分局对雄安新区
的规划建设进展、近期拟开工建
设的重点项目情况和下一步工作
思路进行汇报。各单位、各相关部
门也对各自业务开展进行汇报，
并表式将积极贯彻落实好局的
“雄安战略”。

随后，程同普、张志明分别对
雄安新区业务推进提出建议。

最后，石雨作总结讲话。针对
下一步雄安新区相关工作，石雨

提出四点要求：一是雄安分局和
各单位从现在开始要增强工作紧
迫感，高站位、高标准、实举措，全
面做好“战斗”准备。二是雄安新
区业务要坚持“集中+自主”管理
模式，在雄安分局统筹协调为主
的前提下，各单位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形成有组织、有重点的
“会战”局面。三是今后局将通过
提供全方位的资源保障，全力支
持雄安分局不断做大做强。雄安
分局要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有步
骤、有计划地强力推进首单“开门
红”、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企业品
牌美誉度日渐扩大等“成绩单”稳
步兑现。四是由雄安分局牵头，在
局领导和局总部部门的积极协助
下，务必做好具体重点项目的营
销方案制定、主力公司选择、方案
评审把关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
项目前期策划工作的高水平和严
要求，真正推动我局雄安新区业
务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德良）

局召开 2019年雄安新区第一次业务推进会

局 2019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会暨环境管理专题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5月31日，局2019年

安全生产月启动会暨环境管理专
题会在京召开。局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石雨，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张
志明，副总经理苏振华，安全总监
邓德安以及局相关部门负责人、
局属相关单位总经理参加会议，
局属各单位设置视频分会场。

会上，邓德安首先宣贯了《中
建二局201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方案》，并结合近期安全生产重点
工作，对局“安全生产月”活动进

行详细部署。随后，工程管理部总
经理王海兵对局2019年工程项目
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环境管理
情况进行通报，并宣读了《关于对
局属相关单位因环保违规导致企
业失信事件的处理决定》。局属相
关单位总经理针对通报情况就本
单位目前存在的环境管理问题与
下一步整改措施进行了发言。

随后，苏振华分别对提高安
全生产认识方面及环境管理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最后，石雨进行总结发言。他
首先肯定了各单位在贯彻落实局
整治提升方案所做的大量工作。
同时，他也严肃指出,“局-公司-
分公司-项目”的全局四级管理机
构，在安全事故的深刻反省上，在
局整治提升方案的认识贯彻上，
在自身整治行动的部署落实上等
方面，依然存在热度层层递减势
头和“上热、中温、下冷”现象，仍
未得到有效的扭转。另外,通过检
查发现，局属各单位在安全质量

管理方面，普遍存在一些久拖未
解的“牛皮癣”“顽症”,并存在“剪
刀差”现象。即问题少的单位，整
治动作迅速、措施得力，问题多的
单位，思想麻痹，行动迟缓。面对
以上问题，石雨要求全局上下尽
快行动起来，找到“破题”之道。同
时，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全局各
级次各系统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
正确的发展观和业绩观，坚持“三
个不要”，即“不要带血的产值、不
要带毒的产值、更不要虚假的产

值”；二是各单位在安全质量环境
整治管理工作上，要变被动应付
为自觉行动，并且要紧密结合企
业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
向，通过采取有效行动措施，切实
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三是各单位
要重点选拔使用具备正确发展观
理念的干部人才，并且保证薪酬
改革要向履约能力一流、盈利能
力出色的管理机构倾斜，充分发
挥干部选拔、薪酬分配的激励导
向作用。 （刘岳）

局党委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三次集体学习研讨

本报讯 5月30日上午，局
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建光前往深
圳会见了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特发集团） 董事
长、党委书记张俊林，双方就深
化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特
发集团总裁高天亮，特发小梅沙
旅游发展公司负责人、华南公司

负责人等参加会见。
张俊林首先对陈建光一行的

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特
发集团的历史变革、企业发展及
未来规划情况。张俊林指出，二
局作为建筑央企排头兵，队伍强
大、业绩突出，特别是在核电建
设、文旅项目、超高层施工等领

域有着独特优势。他表示，特发
集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产
物，是深圳市最早的国有大型综
合性企业集团。近几年来，特发
集团进入了深化改革、转型升级
的跨越式发展阶段，非常希望能
够与二局这样有实力的央企携手
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陈建光在会谈中简要介绍了
我局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战略，重
点介绍了我局在深圳市承建的系
列项目和发展历程。陈建光指
出，我局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
批进入深圳市场的建筑央企，并
高标准建设了地王大厦、赛格广
场、妈湾电厂、大亚湾核电站等

一大批精品工程项目，得到了各
方一致认可，铸就了我局在深圳
地区的良好品牌形象。他表示，
下一步工作中希望与特发集团进
一步加强沟通对接，为深圳市房
屋建设及旅游文化项目的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刘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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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一公司中
标深圳长圳车辆段保障性安居
工程二期项目，合同额约为
17.18亿元，项目位于深圳市光
明新区，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
方米。

该项目为EPC工程总承包
项目，建设类型为公共租赁用
房，总计7012套，是深圳市落实
“十三五”期间安居工程建设任
务的重点民生工程。

（荣浩霖 覃华莹）

一公司中标 17.18亿元深圳长圳车辆段保障性安居项目
本报讯 近日，西南分公

司中标寻甸县2019年棚户区
改造项目，中标金额10亿元，
总建筑面积28.6万平方米。

项目位于昆明市寻甸县
是昆明2019年重大民生工程
之一，包含1800套安置房等施
工内容。

（黄楹铧 田好雨）

西南分公司中标 10亿元
昆明市寻甸县棚户区改造项目

局喜获 19项中国钢结构金奖

本报讯 近日，中建博茨
瓦纳有限公司中标博茨瓦纳马
哈拉佩自来水厂扩建项目。合
同额2.7亿普拉（约合2亿元人民
币），工期30个月。

该项目主要扩建原有自来
水厂，使其净水能力由16兆升
提升至34兆升，提升当地供水
能力。 （程万 姚立志）

中建博茨瓦纳中标
马哈拉佩自来水厂扩建项目

本报讯 6月3日，局党委组
织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
三次集体学习研讨。局党委理论
中心组成员、部门正职以上人员
在主会场参会，局属15家单位党
委理论中心组成员在视频分会场
参会。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石雨
主持学习研讨。

会上，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等
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在全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等重要会议精
神；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等理论
文章。此外，理论中心组成员还就
中建集团2019年法治工作会议精
神进行专项学习。

随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李志勇
教授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专题授课。
李教授首先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
实践出发，向大家阐述了新思想
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并对新思
想的理论逻辑、理论品格和历史
地位进行生动详实的讲授。

最后，局党委中心组成员紧
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新发展理念，结合各自
分管领域工作，就局近期开展的
安全生产、质量管控和环境管理
整治提升工作进行研讨发言。此
次研讨发言是对第二次党委理论
中心组集中研讨主题的再延续、
再研讨、再深化，也是推进集团关
于企业重大决策中心组学习前置
机制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探索。

局党委强调，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我局首
要的政治任务。局党委通过连续
两次邀请专家老师授课，旨在帮
助大家进一步理解、运用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用新发展理念、新思想
中蕴含的方法论，指导我们实际
工作，提升对我局整治提升工作
的站位及认识，切实增强整治提
升的效果，助力我局实现“双高”
发展。 （韩凯亚）

陈建光董事长会见深圳市特发集团董事长张俊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