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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 倪
萌聪 娄曼曼 通讯员 徐蕊 冤
日前袁公司先后召开 2019 年度总
部机关部门述职考评会尧 二级单
位党组织书记述职考评会和二级
单位纪委书记述职考评会袁 公司
领导张玉峰尧夏水芳尧陈双权尧张
东生尧宋维侠尧李朝晖尧朱晓明尧李
克涛分别出席会议遥

在总部机关部门述职考评会
上袁公司副总经理张东生指出袁机
关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袁 围绕
企业发展战略目标袁认真思考袁积
极建言遥 要结合公司精细化管理
的主题袁 为各二级单位和项目做
好服务遥要敢于讲真话袁讲专业的
话袁加强自身业务知识的学习遥

在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述职
考评会上袁受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

长张玉峰袁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夏
水芳委托袁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
书记李朝晖对考评进行点评和总
结遥他指出袁各级党组织要精准把
握全年工作思路袁 坚定不移
地推动公司改革发展和党建
工作取得新成效曰 要切实肩
负起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尧 实现党建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的主体责任遥

在二级单位纪委书记述
职考评会上袁李朝晖指出袁各
级纪检监察组织一是要聚焦
中心大局袁强化政治思维袁强
化大局观念袁强化创新意识袁
树牢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新理念遥 二是要聚焦主
责主业袁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遥 三

是要聚焦塑形铸神袁在能力素质尧
工作质量尧 作风建设三方面实现
新提升袁 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展现新形象遥

总部机关部门、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二级单位纪委书记述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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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深圳地铁 号线凉帽山车辆基地顺利通过热滑试
验，顺利通过分部工程验收，装饰装修基本完成，为今年 月份全线
开通试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佘明阳 吕洁 文 张涛 图）

深圳地铁 号线凉帽山车辆基地初步具备运营条件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贞冤
2019 年袁公司坚持野稳中求进尧
快中求强冶的总基调袁以强化项
目履约和市场营销为主线袁深入
实施野六三冶战略袁努力推进野三
百冶 行动袁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35.66 亿元袁同比增长 9.3%曰新
签合同额 310.74 亿元袁 同比增

长 31.82% 曰 有效合同储备额
503.77 亿元袁 经营效益稳步增
长袁在向经营规模突破 300 亿元
目标的奋进中实现开门红袁谱写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遥

2019 年袁 公司获评全国建
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袁 位列
2019 年河南企业 100 强第 18

位遥参建工程收获 1 项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尧1 项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尧3 项国家优质工程
奖尧1 项中国钢结构金奖尧1 项全
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
标准化工地尧3 项河南省工程建
设优质工程奖遥 2019 年袁 公司
国内外项目整体受控袁 履约良

好遥 商贸服务单位创新营销模
式袁提升品牌形象袁不断开辟出
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在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方
面袁 公司强化政治引领作用袁深
入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活动袁采取多

种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袁 扎实开展文明单位创建袁创
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宣传思
想工作袁持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
力度袁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干事创
业环境遥

2019 年：公司“三百”行动实现开门红

渊详细报道见三版冤

新
年
伊
始
公
司
部
署
国
内
外
市
场
营
销
工
作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建
贞 张超冤 新年伊始袁公司
先后召开会议袁 对国内外
市场营销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遥

在 1 月 2 日召开的海
外市场营销研讨会上袁公
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
峰指出袁 新年上班的第一
天袁 我们就召开海外市场
营销会议袁 就是要传递一
个信号院市场很重要袁当前
公司的市场形势很严峻袁
海外市场形势更显严峻遥
市场永远是第一位的遥 海
外事业部要做一个总体的
牵头方袁 承担起整个海外
业务发展的重任遥 要抓住
重点市场袁深耕细作袁项目
切入袁滚动发展遥 要做好市
场战略重点的转移袁 调配
好人员袁加强投标力量袁发
挥好大家的能动性遥

公司总经理尧 党委副

书记夏水芳指出袁 要明确
责任人袁画出路线图袁列出
时间表袁前后方尧各个部门
要联动切实推动项目的落
地实施遥 要强激励袁制定好
淘汰机制袁 使国际业务焕
发出勃勃生机遥

在 1 月 9 日召开的国
内市场开发工作研讨会
上袁 张玉峰指出要紧抓重
点区域市场尧 战略市场和
专业市场袁 做好区域市场
的分工袁实现区域属地化尧
本土化袁 做市场要深耕细
作袁把工作做扎实尧做透袁
与相关各方保持密切联
系遥 要不断提高标书编制
质量遥

夏水芳指出袁市场开发
工作区域化要和专业化结
合起来袁 区域化要和分局
的分工结合起来袁 区域化
要和本土化结合起来袁促
进区域化落地生根遥

阴晏志勇拜会河南省委常
委尧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阴张玉峰拜会郑州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尧管委会主任王新亭

阴郑州徐砦项目获 2019年
野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
产标准化工地冶

阴公司在莫桑比克签约首
个输变电线路项目



△1 月 8 日上午，海南红岭灌
区东干 I 标段正式通水。

由公司六分局承建的海南红
岭灌区东干 I 标为东干渠的渠首，
上游与总干渠相接。本渠段流经 5
个镇、12 个村庄，全长共 27.551 公
里，主要包括 20.8 公里的渠道，14
座渡槽及 108 座其它大大小小的
渠系构筑物，施工内容涉及土建、
金属结构及集电线路等多个行业、
多个领域。

红岭灌区工程是国家 172 个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之一，
是解决海南省百万人饮水、用水的
重大民生工程。（贾莉 / 文图）

简明新闻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晚袁 中央
电视台财经频道叶新年新世界曳跨
年大直播节目中袁 中国电建莫桑
比克 LM88 公路项目精彩出镜遥

LM88 公路位于莫桑比克尼
亚萨省利辛加高原袁2017 年 2 月袁
中国电建成功中标该段 88.88 公
里的道路升级改造项目遥 道路
等级低尧积水冲蚀严重尧路面狭窄
等都成为沿线经济发展的 野拦路
虎冶遥

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未知的挑
战袁 项目于 2017 年 5 月正式开
工袁但是设备采购周期长尧分包合
同评审慢等因素又给了项目 野当
头棒喝冶遥 时间过去了一年袁工程
进展却只有 4%遥

一道必赢的野质量关冶

2018 年 4 月袁 设备陆续进场
后袁一线才掀起大干高潮袁现场施
工日新月异袁 及时稳定的原材料
供应也提上日程遥

野图纸上显示的料场都不合
格袁合格的运距又太远遥 冶王小军
说道遥 于是它们沿线调查了百余
个土料场袁最终本着野保障质量尧
配置最优冶的原则袁选定了 60 个
土料场作为下基层施工的保障遥
野石料场是当地老百姓推荐的袁我

们钻孔取芯深度达到 30 多米袁那
里储量丰富质量满足要求袁 业主
和工程师都非常满意遥 冶

参建员工秉承野诚信履约尧安
全履约尧规范履约冶理念袁从源头
抓材料袁在过程抓施工袁于事后抓
养护袁三管齐下袁保证了 LM88 的
施工质量遥 最终获得莫桑比克总
统纽西 野与非洲公路建设水平最
高的南非相比袁LM88 公路在质量
和外观方面毫不逊色冶 的高度评
价遥

项目支付周期长尧保留金多尧
业主未支付销项税导致项目资金
短缺严重袁举步维艰袁水电十一局
非洲分局及时采取措施遥野2018 年
下半年工资都是由分局代发袁职
工各项保险等也是分局与其他二
级单位结算袁 解决了这部分资金
占用袁减轻了项目负担遥 冶莫桑比
克财务总监王宝玉说院野同时袁利
用财务中心耶资金池爷优势袁协调
区域内资金调配袁 提高资金周转
率袁为项目上解决了燃眉之急遥 冶

一场漂亮的野翻身仗冶

所谓 野众人拾柴火焰高冶袁优
秀的履约离不开优秀的团队 袁
LM88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每一个
人遥

考虑到莫桑比克的雨季即将
来临袁排水沟施工任务繁重袁为保
证混凝土外观质量袁 监理团队禁
止夜间施工遥 野所以构筑物工区的
师傅们自发早上五点钟起床出
发袁天一亮就立马开始干活遥 冶王
小军说道院野每个中国人带着当地
员工每天能完成 180 米到 220
米袁很难得的遥 冶这位项目经理提
起职工的协力付出袁 眼圈有些微
微泛红袁 诸如此类的例子也不胜
枚举遥

11 月 14 日袁LM88 沥青双标
路面全线贯通当天袁 项目部放餐
庆祝遥 野是真高兴啊浴 这个项目遇
到了那么多的困难袁 兄弟们能把
活干得这么漂亮是真的不容易浴 冶
一位师傅说道遥

新年到来之际袁LM88 项目举
行通车仪式袁 总统纽西出席并揭
牌剪彩袁他表示院野LM88 项目顺利
通车运行对于提高沿线百姓的交
通便捷程度和出行安全尧 完善莫
桑比克国家道路交通系统以及加
强尼亚萨省的对外联系和贸易畅
通具有重要意义遥 冶

次日袁莫桑比克消息报尧国家
电视台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袁88
公里的公路打通了边境贸易联
系袁 中国电建也通到了莫桑比克
人民的心里遥

LM88，开启新年幸福行
李金平/文 贺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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荦LM88 项目全线穿过两市一县，公路的顺利建成
通车是中国电建献给沿线 30 余个村镇城市约 40 万
百姓的新年礼物。尼亚萨省由于独特的高海拔地形，
成为莫桑比克重要的苹果、小麦和玉米产地，有着丰
富的珍贵木材，并储存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未来该省
的发展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公路

公司参建职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徐蕊冤 人
字袁虽两笔袁但一笔一划皆有力遥
做人要有底线袁守住做人尧处事尧
用权的底线袁 也就守住了初心袁
守住了幸福遥

1 月 2 日袁 公司首部廉洁题
材微电影叶抉择曳正式发布袁上映
首日已突破上万阅览量遥

该影片由公司纪委出品袁郑
州市高新区纪工委尧公司海外事
业部纪委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拍
摄遥 影片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
成袁讲述了一个央企青年党员干
部袁 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诱惑
时袁如何做出野抉择冶遥

该片把镜头对准普通党员
干部袁 以小人物折射大人格袁从
小角度切入大主题袁深刻阐明了

央企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卓越的
工匠精神尧 牢固的合规意识袁更
要筑牢防线尧守住底线尧不越红
线袁 将崇廉拒腐的理念入脑人
心遥

该片首映之日就受到了广
大职工一片好评遥 野守好底线袁常
怀敬畏之心袁 常思人生之旅袁常
念岗位之责袁 常怀为人之德遥 冶
野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袁 多一
些对别人的拒绝能力袁才能多一
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力冶野很接
地气袁以清新朴实尧生动鲜活的
风格袁让人似曾相似尧感同身受
又回味无穷遥 冶

近年来袁公司纪委不断创新
廉洁文化教育形式袁达到弘扬廉
洁文化尧树立清风正气的目的遥

让崇廉拒腐的理念入脑入心

公司纪委发布首部微电影《抉择》

阴1 月 9 日袁长沙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四季度轨道交通工程精
细化考核暨野轨道杯冶劳动竞
赛讲评会袁由公司承担施工的
长沙地铁 6 号线一标段四工
区获得综合考核土建 A 类第
一名遥 渊潘传虎 张伟冤

阴郑州科研设计院一创
新成果获 野中施企协 2019 年
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冶遥 渊刘娜冤

阴12 月 30 日袁 从业主兰
考县兴兰置业有限公司获悉袁
兰考县书香名邸项目经理部
在五大社区 2019 年度综合评
比中荣获第一名遥 渊王育松冤

阴日前袁津巴布韦旺吉电
厂扩建项目全面完成冷却塔
环基础混凝土施工遥 渊潘琴冤

阴12 月 30 日下午袁 公司
机关党委与枫杨办事处党工
委举行了党建 共建签 约仪
式遥 渊汪晓芳冤

海南红岭灌区东干 I标正式通水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韩亚
伟 赵盟冤 新年伊始袁 引江
济淮工程渊河南段冤试量泵站
CFG 桩第一根试验桩开始施
工遥经过测试袁CFG 施工质量
满足设计相关要求袁 标志着
试量泵站施工进入到一个新
的阶段遥

试量泵站是引江济淮工
程渊河南段冤三级提水泵站之
一袁 主要用途为将清水河引
水提灌至试量河闸上游袁引

水逆流而上向河南境内输
水袁 穿过 311 国道自流至试
量调蓄水库袁 通过试量调蓄
水库输送至受水区遥

该试量泵站主要建筑物
为 2 级袁 设计流量 40 立方/
秒袁 总装机容量 4400 千瓦遥
试量泵站主体结构由站下渠
道尧泵房段尧站上渠道等三部
分组成遥泵房上部设主厂房袁
主厂房两侧分别设副厂房和
安装间遥

引江济淮工程试量泵站 CFG 桩开始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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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伊始袁 公司召
开九届四次职代会遥 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玉峰作题为 叶党建领
航尧担当作为尧创新发展袁奋力谱
写企业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曳的讲话袁明确公司新的战略
目标袁 强调深入实施 野六三冶战
略袁努力推进野三百冶行动袁三年
内实现公司经营规模突破 300
亿元袁持续打造集团系统内领军
型企业遥 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夏
水芳作了题为 叶增强创新能力尧
加大风险防控尧 提升发展质量袁
为全面完成 2019 年生产经营目
标而努力奋斗曳工作报告遥

强化政治引领作用袁
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
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活动深入开展遥 党员
先锋工程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活动持续展开袁学习强国平台广
泛运用遥 采取多种形式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袁 创新加强企业
文化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袁高度
重视精准扶贫袁自觉承担社会责
任袁和谐发展取得新成果遥 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强
化袁 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持续加
大袁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
环境遥

坚持野稳中求进尧快中
求强冶的总基调袁以强化项目履
约和市场营销为主线袁积极应对
各种风险和挑战袁全年实现营业
收 入 235.66 亿 元 袁 同 比 增 长
9.3%曰 新签合同额 310.74 亿元袁
同比增长 31.82%曰有效合同储备
额 503.77 亿元袁全员劳动生产率
262.1 万元/人年遥 经营效益稳步
增长袁 激励性指标不断攀升袁约
束性指标企稳可控袁新征程实现
开门红遥

首次进入巴西地铁市
场尧哥伦比亚国别市场尧雄安新
区建筑市场遥 成立非洲分局尧美
洲分局尧南方公司和地下掘进分
局袁 提出做强做大第二总部--
野中电建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冶袁
市场区域布局不断优化遥虞 重点项目扎实推进袁品
牌工程建功当代遥 郑州东三环主
线高架桥全线贯通袁南四环快速
化工程率先实现主线高架贯通袁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实现蓝线
主体工程完工尧绿线工程野大头
落地冶目标遥 深圳茅洲河水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成效显著袁实现达
到五类水目标遥 郑州轨道交通 5
号线尧长沙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
正式开通遥 深圳地铁 10 号线凉
帽山车辆基地迎来首辆列车袁12
号线黄田站主体封顶遥 承建的面
积世界最大尧品种世界第三的南
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开园遥 云南建
渊个冤 元高速 125.5 米高墩封顶尧
钢混组合梁顺利顶推尧大山隧道
如期贯通遥

愚 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
站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高度突
破百米袁 水轮发电机组开始总
装遥 赞比亚慕松达水电站顺利完
工遥 津巴布韦中心电网 25 兆瓦
太阳能光伏项目并网发电遥 莫桑
比克 LM88 公路建成通车袁 该国
总统给予高度评价遥 玻利维亚
I63 公路成为中资企业在玻首个
完全移交的项目袁圣何塞水电站
工程全面移交袁尼泊尔上博迪克
西水电站修复项目并网发电遥 中
国水电培训学院进入赞比亚国
民教育体系袁越来越多的野一带
一路冶上的朋友为水电十一局点
赞遥舆 公司召开 2019 年度项
目管理暨第四届项目经理年会
和分承包商合作共建推进会袁提
出让强化履约和重视项目经理
队伍建设的理念牢牢嵌入企业
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当中袁使项目
经理成为精品建筑的塑造大师袁
项目野三支队伍冶建设不断加强遥
强化目标导向和创新驱动袁持续
办好项目经理大讲堂袁深入推进
三级经营分析活动袁探索实施项
目工区化管理遥

加强金融创新尧科技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遥 10 亿元供应
链 ABS 储架成功 袁 首期 发行
9000 万元袁 优化了融资结构袁改
善了经营性现金流袁增强了在资
本市场的品牌效应遥 承建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超重力离心模
拟与实验装置项目袁具有一站式
服务能力的洛阳装配公司工业
化生产基地具备投产能力遥 根据
客户需求袁提供不同商业模式的
解决方案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遥

公司位列 2019 年河南
企业 100 强第 18 位袁比 2018 年
提升了 4 位遥 黄河三门峡医院被
正式批准为国家 野三级甲等冶综
合医院袁 与澳大利亚 ICON 集团
开展战略合作遥 千禧商贸公司迎
来 20 周年店庆袁改造升级门店袁
创新营销模式遥 注册成立了河南
三隆乳业食品有限公司袁提升品
牌形象袁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参建工程收获 1 项中
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尧1 项中国土
木工程詹天佑奖尧3 项国家优质
工程奖尧1 项中国钢结构金奖尧1
项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生产标准化工地尧3 项河南省工
程建设优质工程奖遥 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20 项尧 实用新型专利 50
项遥 目前袁公司拥有特级施工总
承包资质 2 项尧一级施工总承包
资质 3 项尧 设计行业甲级资质 2
项尧 一级专业承包资质 6 项袁二
级及以下施工总承包资质和专
业承包资质 11 项遥 获评全国建
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袁 进一步
树立了企业良好形象与信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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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大坝

洛阳装配公司工业化生产基地

南阳月季园

郑州南四环快速化工程

深圳地铁 10号线凉帽山车辆段



茳
屹
立
东
方

二
分
局
张
自
建
绘
画
作
品

王 菁情 感 驿 站

雨露

茳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
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
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
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
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
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
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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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新年曙光开启
2020 年的时间之梦遥

似水流年袁 蹉跎了一季
又一季的桃红柳绿遥 春天正
在远方的地平线袁 迈着轻盈
的脚步袁 将走到我们每一个
人的面前遥 在祖国各地袁到处
都有电建人的身影袁 快迎上
去吧袁让和煦的微风袁轻轻的
抚摸每一张笑脸遥

除旧迎新袁 来年另换新
岁遥 啊浴 新春袁你是生命的来

源袁你是希望的开始袁春在哪
里呀钥 在我们建设者的巧手
里袁 一幅幅壮丽的雄伟的建
筑袁随着春风拔地而起遥

在砥砺奋进的日子里袁
梦想已经接近现实遥 继往开
来袁在风雨跋涉的征程中袁蓝
图必由实干绘就遥 此时此刻袁
回眸与展望袁不舍与憧憬袁千
般感受袁 万分感慨袁 壮怀激
烈袁涌向心头袁禁不住倾诉衷
肠袁娓娓道来遥

春节, 一种舒
适的节日的美好袁
心情也是美好的尧
愉悦的袁也是大家
不能错过的传统
年俗文化遥 当然袁
年味不在于形式袁

而在于借助于形式来表达的
情感遥 其主旨乃应是野以联年
谊袁以敦乡情冶遥 正因如此袁相
互之间会有一种别有的滋
味袁 这洋溢在节日期间的浓
浓人情袁让人听了袁心里都能
产生一股融融暖意遥 又是一
年袁 童年的欢欣袁 亲人的挚
爱袁文友的厚意袁始终荡漾在
我的心底袁挥之不去遥

2020 年袁 致敬那些无怨

无悔尧倾情默默奉献电建人袁
他们用汗水浇灌收获袁 以实
干笃定前行袁只争朝夕袁不负
韶华袁 用青春铸就中国电建
的辉煌遥

正是这些在平凡岗位上
一代又一代的电建人袁 他们
无一不在向我们展示着电建
人吃苦耐劳尧 爱岗敬业的品
质遥 也就是这样一群优秀的
员工袁 才有了一座座拔地而
起的水电工程袁 城市才有了
璀璨迷人的夜景袁 千家万户
才有了耀眼的灯光遥

祝愿幸福生活像春天一
样袁 让我们电建人搭乘新年
的礼花袁更快更高地飞翔浴

作者单位院大禹公司

年的味道

电建追梦人
听！南四环高架下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电焊机焊接的声音
那是钢箱梁连接的必要工序
那是电建蓝奋斗的声音

听！贾鲁河畔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切割机切割石材的声音
那是百里画廊的打造工序
那是电建人努力的方向

听！西流湖边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装载机、挖掘机、运输车的轰鸣
那是打造美丽西流湖的彻夜劳作
那是电建人的心血大作

看！绿城霓虹灯下那是哪里
那是郑州东西轴线的陇海高架
那是郑州南北要道的东三环高架
那是电建人的精诚作品

看！鹏城夜幕下那是哪里
那是茅洲河边的休闲场所
那是轨道交通的地铁交织线
那是电建人的品质大作

看！那是祖国辽阔的边疆
那是异国他乡的远方
那是中国电建的战场
那是喜结硕果的欢乐

问！那一项项荣誉获得项目是哪里
那是魔都上海太浦河泵站奋斗的成果
那是非洲卡里巴北岸
象征着中非友谊胜利的果实
那是赞比亚的南方省
那是境外的百亿水电项目
那是电建人的匠心大作

问！那是哪里、那是哪里
那是狂热非洲的美景
那是电建人结实的臂膀
那是傍晚扬起的切割火花
那是追梦人的收获

作者单位院局直

郭晓东/文

刊头漫画 刘丹凤
本期编辑 王建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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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天喜地电建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