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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2日袁 三分公司承建的浙
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
化项目一期重整装置反应器吊装成功袁 标志
着该项目安装工程全面展开遥

据悉袁该设备高度 96米袁重达 614 吨袁既
是野高大上冶的重量级设备袁也是整个浙江石
化项目的标志性建筑和野巨无霸冶之一遥 面对
这个庞然大物袁项目团队精心编制吊装方案袁
科学组织施工生产袁由一台 4000吨履带吊为
主袁一台 650吨履带配合袁共同高效完成吊装
作业袁全程确保安全稳妥尧万无一失袁精湛的
施工技术和能打硬仗的铁军作风受到现场业
主等方面称赞遥

姒承强

有关介绍院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00 万吨/年炼

化一体化项目位于舟山市岱山县鱼山岛舟山
绿色石化基地袁属国家重点重大工程遥 浙江安
装积极发挥在石油化工装置建设领域的专业
优势袁陆续参与了浙江石化一期工程建设袁公
司所属的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尧 第三分公
司尧 第五分公司等 3家单位分别承建了浙江
石化 4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
的重整装置尧芳烃装置等 4个标段工程袁合同
额约 2亿余元袁 为国家重点重大工程建设和
浙江经济发展贡献积极力量遥

漂洋过海奋战鱼山岛

浙安铁军勇立巨无霸

浙安力量

机电工程分公司中标上海火
车站北广场项目

本报讯 近日袁机电工程分公司中
标上海火车站北广场 D地块项目综合
机电供应及安装工程袁中标价 8775万
元遥 该项目是上海新静安地标建筑之
一袁 总建筑面积约为 118653平方米袁
主要包括 1#楼渊地上 12层冤尧2#楼渊地
上 18 层冤尧3# 楼 渊地上 18 层冤尧4# 楼
渊地上 7层冤尧5#楼渊地上 4 层冤以及两
层地下室遥 计划于 2019年 10月 31日
竣工验收遥

据悉袁 该项目业主为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融御置地有限公
司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商务地产为主业的大型开发运营控
股公司遥 本项目是机电工程分公司继
苏州地铁 3号线 9标段机电工程之后
中标的又一个大项目袁 也是分公司紧
跟公司发展战略的又一个重要成果遥

白红冰

本报讯 继 9 月份中标中化泉州
100万吨/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
聚乙烯装置安装工程后袁近日袁三分公
司再度中标中化泉州动力中心及除盐
水站 PC总承包项目安装工程 1标段遥
本次合同额逾 1亿元袁 项目规模为动
力中心设计为 3伊480t/h高温高压循环
硫化床锅炉 渊燃料为煤掺烧石油焦冤+
2伊50MW抽背汽轮机发电机组以及相
关配套设施袁计划中交日期为 2019年
12月 30日遥

李 俊

三分公司中标中化泉州动力
中心项目

本报讯 近日袁五分公司中标中科
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净化装置安
装工程袁合同额约 7000万元遥 该工程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海岛中科炼化基
地袁工程内容包括耐硫变换及甲烷化尧
酸性气体脱除尧氢气提纯尧压缩系统尧
换热站尧变电所等袁以及装置内管廊等
单元所有管道尧设备尧钢结构尧电气尧仪
表等施工袁大型设备吊装和组对配合袁
以及管道化学清洗尧脱脂袁化工原材料
渊催化剂等冤装填等内容遥

刘 欢

五分公司中标中科广东炼化
一体化净化装置工程

本报讯 近日袁上海分公司中标秦
皇岛万达广场购物中心通风空调工
程遥该工程位于河北省秦皇岛袁合同额
1758万元遥工程主要包括院地下二层至
顶层的空调水系统尧空调风系统尧送排
风系统尧换热站及供暖系统尧排油烟风
管系统等袁工期 1年遥

陈建阳

上海分公司中标秦皇岛万达
广场购物中心通风空调工程

经营简讯做优工业安装专业名牌 做强浙安工匠铁军品牌
安徽淮南中安联合项目煤气化装置顺利中交

本报讯 10月 28日袁五分公司承建的
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煤制 170 万
吨/年甲醇及转化烯烃项目煤气化装置如
期举行中交仪式遥 建设单位尧总包单位尧监
理单位尧施工单位等有关领导袁五分公司
经理尧党委副书记虞定岳出席仪式遥

中交仪式上袁建设单位尧总包单位等
有关领导高度肯定了浙江安装在该项目
的辛勤付出和优良作风袁对浙江安装的施
工管理给予高度评价袁认为浙江安装面对
项目工艺复杂尧施工难度大尧厂家供货严
重滞后等困难情况下袁经过现场的精心组
织袁仍然按 EPC节点完成了大量的设备安
装尧配管尧电气安装和调试等工作袁并且在
文明施工和安全管理等方面也做了许多
扎实的工作袁有亮点出成效袁保障了项目

的如期完成遥
据悉袁该项目位于安徽淮南袁是中石

化和安徽省重点工程袁由中石化宁波工程
有限公司 EPC总承包袁浙江安装第五分公
司承建该项目第三标段袁安装工程合同额
4200余万元遥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袁项
目部安装钢结构 2000余吨袁 各类机械设
备 162 台袁管道 7 万余米袁阀门 3740 台袁
管件 7768件袁 变压器和配电柜等电气设
备 600余台袁照明灯具 891盏袁电气电缆 2
万余米袁 仪表设备 1195台袁 仪表电缆 10
万余米袁引压管 5337米遥

在建设过程中袁项目部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和工程质量袁为劳动保护而安装搭建
钢结构 200吨袁钢格栅 80吨袁确保施工人
员作业安全曰曾在中国石化集团在建施工

项目安全质量大检查中获得总分第一名袁
并荣获总包单位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颁发 2017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尧澄清水
冷器基础表面处理优秀工序样板奖曰 项目
部灰水处理单元工艺管道组对焊接首件工
序样板尧 澄清槽溢流罐罐壁组对首件工序
样板尧 煤气化装置澄清槽底板组对首件工
序样板等 3件工序样板被建设单位中安联
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授予野工序样板奖冶遥

公司通过该重点重大项目的顺利实
施袁引领项目整体工程向高标准尧精水平尧
严要求尧专业化尧高质量施工迈进袁进一步
做优工业安装专业名牌袁 进一步做实国有
企业金字招牌袁 进一步做强浙安工匠铁军
品牌遥

吴贵跃

三分公司承建的浙江石化
项目大型反应器吊装成功

本报讯 近日袁二分和空分工程分
公司中标河南新乡心连心化肥有限公
司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产业升级项目土
建和安装工程袁 合同额约 5800万元袁
计划于 2019年 11月 30日竣工遥 该项
目的中标为进一步增强分公司整体实
力和市场竞争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张 欣

二空分公司中标河南心连心
化肥空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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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9日，建筑安装分公
司承建的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25MW 三期热电联产技改扩建项目
4#锅炉装置锅筒顺利吊装成功。

吴正斌

建安分公司恒盛能源项目锅
筒吊装成功

本报讯 10月 14日，二分和空分
工程分公司承建的陕西精益化工有限
公司 50000Nm3/h 空分项目冷箱顺利
结顶。

万婷婷

二空分公司陕西精益化工空
分项目冷箱结顶

培养工匠建新篮 关爱员工重落实
张振荣一行实地查看公司电气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半山基地后勤工作

本报讯 公司电气技能大师工作室建
设进展情况如何？工作和生活在公司半山
基地的数百名员工，吃的怎么样？住的怎
么样？环境怎么样？牵动着公司党委领导
的心。

百闻不如一见，部署更要亲为。公司
党委主要领导对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和
关心关爱员工工作高度重视，10月 18日，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振荣，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包世文，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李劲一行赴公司半山基地，实地查看公司
市级电气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进展情况
和基地大院、停车场、园林绿化、人才公
寓、职工宿舍、食堂等后勤保障与物业管
理方面工作。

经过实地查看，张振荣一行现场办
公，认真研究，现场解决吴恒锦杭州市级
电气技能大师工作室资源配置问题。张振
荣指出，要充分满足该电气技能大师工作
室的资源配置，将其打造成为公司继职业
教育培训中心、杨华平省级焊接技能大师
工作室、华国樟省级管道技能大师工作室
之后，培养工匠队伍的又一个新摇篮。

坚持依靠职工办企业，企业发展成果
要让职工共享。访公寓、入宿舍、进食堂、
看环境、问细节、掌实情，张振荣一行走遍
了公司半山基地的全部后勤保障设施，不
论是在行进过程中，还是驻足查看，一路
走来，张振荣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后勤
保障与物业管理方面工作，这些都是企业

关心关爱员工的具体体现，是公司发展的
大事，让员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企业
的奋斗目标，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和所属单
位要力所能及的多为职工做好事、做实
事，进一步改善职工住宿就餐生活环境，
配备好职工活动室和职工书屋等文体设
施，提高职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全省建设行业电工技能竞赛冠军、荣
获“浙江建设工匠”称号的公司电气技能
大师工作室主任吴恒锦，二分和空分工程
分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傅小平，公司党
委工作部、工会办公室、物业管理中心负
责人随同实地查看。

党委工作部

本报讯 10月 19日，浙江省建设建材
工会副主席谢四海(主持工作)，调研员、经
济部长孟阳，办公室主任郑普满、满明强
一行莅临公司调研指导建筑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等方面工作。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振荣，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包世文
热情接待了谢四海一行。

谢四海在听取汇报后，对浙江安装改
革发展、工会工作、工匠队伍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给予高度评
价。他表示，这是其今年调任省建设建材
工会以来，第二次来到浙江安装走访调
研，从之前的陌生到对浙江安装有了更深
的了解，尤其是在工匠队伍建设、关心关
爱职工等方面，真抓实干，有创新、有举
措、有力度、有实效。

对于浙江安装的工会工作，谢四海提
出几个方面的希望。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工会工作正确
政治方向，把工会工作切实融入到企业生
产经营管理中；切实发挥好职工主力军作
用，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上建
功立业。二是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要以党建带工
建，壮大产业工人队伍，把优秀工人、技术
能手吸收到党员队伍中来；要加大工会组
织的覆盖面，发挥组织作用，更好的增强
产业工人的先进性和创造力。三是要积极
开展立功竞赛等活动，全面提升职工学技
术练技能的良好氛围，给产业工人提供成
长进步的平台；积极推进创新发展，加强
BIM、工程管理、造价等团队建设，实现员
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四是要以人为本，
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持合理的工
资增长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深化和谐企
业建设，做好职工帮扶和人文关怀。

会上，张振荣对谢四海一行再度莅临
公司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对省建设建材工
会一直以来对公司的支持指导帮助表示
衷心的感谢，并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
经营状况、业务结构，员工队伍建设情况

尤其是在工匠队伍建设、高技能人才培
养、关心关爱职工等方面情况。

张振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司
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围绕提高产业工
人队伍整体素质、发挥产业工人骨干作
用、维护产业工人合法权益、保障产业工
人主人翁地位等，作出重要制度安排，制
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取
得新的进展。尤其是 2018年以来，公司进
一步加大了关心关爱入职大学生和建筑
产业工人的力度以及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力度，对企业员工进一步从待遇上保
障、生活上关心、成长上帮扶。今年公司职
代会通过《工匠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方
案》，举办了“百名工匠”技能培训，继续办
好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和已有的杨华平省
级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积极组织华国樟
省级管道技能大师工作室、吴恒锦市级电
气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及刘苏伟浙建集团
高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的申报和建设工

作，努力让工作室成为培养浙安工匠的平
台，让公司工匠人才队伍建设走在全国省
级安装企业前列，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保证职工安居乐业，公司对人才公寓、
职工宿舍、职工食堂进行大规模的装修，
加强项目“五小设施”建设，配备职工活动
室和职工书屋等文体设施，满足职工日益
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包世文介绍了公司工会工作和一线
建筑产业工人基本情况及近年来公司在
提高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做法，以及下一
步的工作打算，重点介绍了《工匠人才队
伍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确定的“十百千”浙
安工匠建设目标和六大体系建设任务。与
会人员还对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和
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有关方面提出
了建议。

公司党委工作部、办公室、工会办公
室，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三分公司、机
电工程分公司、建筑安装分公司等有关负
责人参加调研座谈。

党委工作部

省建设建材工会副主席谢四海调研公司工会工作

本报讯 10月 18日，四分公司承
建的青海大美尾气综合利用制烯烃项
目热电装置 2#锅炉水压试验一次成
功，为后续的安装工程做了坚实铺垫。

贺 波

四分公司青海大美项目水压
试验成功

本报讯 10月 15日，建筑安装分
公司承建的玉环市干江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项目 1# 泵站至尾水排海出
口管网施工工程隧道工程首爆成功，
标志着该隧道施工全面展开，向着年
底出水的目标努力。

毛耀华

建安分公司玉环干江污水处
理项目隧道工程首爆成功

生产简讯

青海大美董事长白永强一行到公司洽谈工作
本报讯 10月 29日，青海大美煤业集

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白永强，中石化宁波
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红光一行赴公
司就四分公司青海大美尾气综合利用制
烯烃项目热电装置工程施工进度举行洽
谈会。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锋，副总
经理何新军、张华热情接待，公司工程管
理部和四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白永强盛赞公司在行业中的美誉度。
同时表示，青海大美项目作为青海省“十
三五”重点规划项目，是实施青海化工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受到省、市各级
领导的关注。但由于前期供货、设计等因
素，工期滞后。浙江安装拥有一支优秀的
职工队伍，青海大美热电项目部员工吃苦
耐劳、作风优良，拉得出、打得响、过得硬，

安装工程作为最后的施工环节，希望浙江
安装能够一如既往的提供支持和帮助，抢
占工期，实现热电装置中交目标。

张锋表示，要实现中交目标，面临极
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浙江安装定当全力以
赴，在业主和总包的支持下，奋发进取，克
难攻坚，充分展示“浙安铁军”风采。

沈晓雨

公司召开三季度生产安全会议
本报讯 10月 19日，公司召开三季度

生产安全会议，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司工程管理部、
安全管理部、物资装备部相关人员，各分
公司生产副经理，工程、安全、物资条线负
责人等 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何新军主持。

会议总结了公司三季度生产、安全、
物资条线整体情况，布置了下阶段的工
作；分公司各条线分别汇报了生产指标完
成情况，预估了四季度生产情况,介绍了重
点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会上还就内外部资

源整合及项目前期策划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六点

要求：一是确保重点重大工程项目顺利推
进，重视与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中
信建设等大业主合作项目，更好的促进公
司差异化发展；二是扎实推进项目管理手
册编制工作，保证编制任务按计划完成，
在编制过程中体现生产安全管理中内部
承包、资金支付、承包兑现等相关内容的
风险管控措施；三是全力推进“项目长”
制、“支部建在项目上”等工作，多角度、多
层次的做好“项目长”总结工作；四是安全

工作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做好特殊时期
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冬季施工安全检查工
作，杜绝安全隐患的发生；五是以问题为
导向，提高内部承包合同签约率、风险抵
押金的缴纳，严守质量底线，统筹项目质
量、进度、安全、生产效益，结合公司全年
43项重点工作任务目标及个性化指标要
求，确保年度各项生产任务指标顺利完
成；六是做好开展廉政警示教育工作，在
分公司、项目部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

工程管理部

本报讯 10月 14日，四分公司承
建的浙江海宁恒逸热电有限公司 3×
20t/h+1×110t/h 高温超高压循环流
化床锅炉热电联产项目 4# 锅炉锅筒
吊装成功。

谢 韩

四分公司海宁恒逸热电项目
锅筒吊装成功

本报讯 金秋十月，六分公司施工
总承包的江西铅山生物质发电项目捷
报频传。10月 4日，2#锅炉钢架吊装
成功；10月 5日，1# 锅炉汽包吊装成
功。这些重要节点的实现，标志着该项
目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孔德强

六分公司江西铅山生物质发
电项目锅炉吊装成功

本报讯 10月 4日，四分公司承建
的浙江海宁恒逸热电有限公司 3×
20t/h+1×110t/h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
床锅炉热电联产项目 4# 锅炉钢架吊
装成功，为后续钢结构的安装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谢 韩

四分公司海宁恒逸热电项目
锅炉钢架吊装成功

本报讯 10月 31日，二分和空分
工程分公司承建的山东晋煤明升达化
工有限公司新建 72600Nm3/h空分项
目冷箱顺利结顶。

秦利君

二空分公司山东泰安空分项
目冷箱结顶

本报讯 10月 22日，二分和空分
工程分公司承建的山西建龙实业有限
公司 30000Nm3/h空分项目安装工程
第一块冷箱板正式起吊，标志着该项
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陈煜升

二空分公司山西建龙空分项
目冷箱板顺利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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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和空分工程分公司党委本部党支部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三分公司党委中心组
学习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

四分公司党委在海宁恒逸热电项目
召开党建工作会强调党风廉政建设

五分公司党委领导班子
学习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

浙江安装扎实推进“清廉浙安”建设
要要要深入开展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学习和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浙江省委和省纪委十四届三
次全会精神及省国资委党委
关于推进清廉国企建设有关
要求袁进一步推进野清廉浙建冶
建设袁 确保公司全面从严治
党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基础扎
实袁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良好干事创业氛围遥近
期袁公司党委和所属单位党组
织纷纷组织开展廉政警示教
育活动扎实推进 野清廉浙安冶
建设袁进一步兴起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热潮遥

清廉增强党的生命力袁清
廉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袁清廉催
生企业的凝聚力遥公司广大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袁值纪念改革
开放 40周年暨浙江安装成立
60周年之际袁 一定牢记组织
重托尧 职工信任和职责使命袁
以案为鉴袁吸取教训袁把野对党

忠诚尧个人干净尧敢于担当冶作
为行为准则袁 不断强化学习袁
锤炼党性袁筑牢拒腐防变思想
防线袁全面落实浙建集团野转
理念尧转市场尧转方向尧转模
式尧转方式冶发展理念袁坚持不
懈做好公司 野调整优化结构袁
提升经营品质袁 夯实内控建
设袁加强党建保障冶四篇文章袁
全力推动变革强企尧 创新强
企尧人才强企尧文化强企野四个
强企冶袁 为加快建设 野清廉浙
安冶和公司高质量发展袁实现
野打造中国安装业的百年强
企冶 的企业愿景提供坚强保
证遥

党委工作部

注院 以下是公司总部及所
属部分单位党组织深入开展
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学
习和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的情景

六分公司党委机关党支部组织学习省委尧省纪委
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和浙建集团出台的 18项制度

机电工程分公司党总支
召开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专题学习会

建筑安装分公司党总支
开展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专题学习

中心试验所党支部
学习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

上海分公司党支部组织参观
上海市长宁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西北分公司党支部
学习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

重庆分公司党支部
赴红岩革命纪念馆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公司党委在野江南第一家冶郑义门
廉政教育基地召开现场座谈会

公司党委组织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总部党员赴金华浦江野江南第一家冶郑义门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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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鲁班奖袁 作为中国建设行业工程质量最高

荣誉奖袁是工匠精神尧匠心品质的代表遥 浙安人袁
秉承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用智慧和汗水袁把
一台台设备精准安装袁将一根根管道完美连接袁
让一座座建筑拔地而起袁自 1988年公司承担安
装的镇海石油化工总厂大化肥工程尿素装置区
获得浙江省首个野鲁班奖冶以来袁铸就了一系列
时代精品工程浴

镇海石油化工总厂大化肥工程尿素装置区渊1988年冤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楼渊2001年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