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闻评 通讯员赵向
东）旨在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示
新时代农民工技能风采的全市“中安杯”
农民工技能大赛，近日在河南中安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城际花园项目工地成功举办。

据了解，本次“中安杯”农民工技能

大赛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主办，市住建
局、市建设工会承办，河南中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协办。在历时两天的比赛中，各
参赛选手精心操作，按标准规范和图纸要
求完成竞赛项目，充分展现了选手们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优秀的技术水准和良好

的竞赛风尚。
负责协调保障此次活动的河南中安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王同峰说，本次
大赛设砌筑工、钢筋工两类竞赛项目，采
取现场实操考评进行，以总分高低进行排
名；具体设一、二、三等奖，分别给予相
应表彰和物质奖励。参加此次大赛的优秀
选手，在获得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住
建局相关奖励的同时，还将代表我市参加
10月中下旬由省住建厅组织的全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也将有机
会角逐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技术
能手以及省住建厅配套的相关荣誉奖项。

在颁奖表彰大会上，市住建局党组书
记琚晓留对参加此次竞赛的农民工兄弟给
予亲切问候和鼓励，并对此次大赛给予了
高度肯定。

琚晓留指出，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劳动群体，
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付出应该
得到认可。此次活动既是一个竞赛大会，
又是一个学习交流的赛场，来自不同工地
的选手齐聚一堂，真刀实枪，赛出了自己
的水平。各位优秀选手都是经过多年劳动

实践产生的精英，特别是在活动中取得好
名次的个人，是全市建筑行业的标兵、同
行学习的榜样。

琚晓留强调，高楼大厦平地起，精致
城市是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城市的发展
也有农民工兄弟的血汗。此次竞赛向全社
会展示了风采，让大家认识到建筑产业工
人的工作是城市发展重要的保障，也是一
个专业性很强、技术含量很高，同时又十
分辛苦的职业。活动虽然结束了，但对每
个竞赛选手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河南 中 安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总经理秦连平代表企业向关心和支
持此次技能大赛的领导及参加技能大赛
的裁判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取得优异成
绩的选手表示衷心的祝贺。秦连平希望
大家乘着此次竞赛的东风，加快推动建
筑工人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进程，不断
提升技术水平，为全市建筑业又好又快发
展作出新贡献。

全面展示新时代农民工技能风采

我市成功举办“中安杯”农民工技能大赛

“中安杯”农民工技能大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闻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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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上午，市住建局组织机关全体人
员、二级机构和直属企业班子成员集中收听收看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认真学习领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记者 张闻评 本报通讯员 姬翔鹏 摄

本报记者 张闻评
本报通讯员 赵向东

国家住建部近日传来喜讯：河南永
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威安
防）、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国隆科技）在国内数百家企业评比中
脱颖而出，跻身国家第二批装配式建筑
企业产业基地行列。这一殊荣的获得，
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发
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纵观永威安防、国隆科技的发展历
程，不难看出两家企业在致力于推陈出
新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大力发
展钢结构、混凝土等装配式建筑，取得
了发展节能环保新产业、提高建筑安全
水平、推动化解过剩产能等一举多得之
效，用适用、经济、安全、绿色、美观
的装配式建筑服务发展方式转变，提升
了群众生活品质。

自 1995 年成立以来，永威安防就
开始从事高压装饰板的研究与生产，是
国内最早从事该行业的企业之一，对新
产品采取“研发一代，生产一代，储存

一代”的策略。尤其是近年来，永威安
防先后自主研制开发了后成型装饰板、
生态装饰板、抗倍特耐火板、金属拉丝
板、镭射装饰板、高防火性装饰板等一
系列中高档高压装饰板，已获得国内49
项专利技术、国际欧洲发明专利1项。

目前，永威安防拥有 31 条高压装
饰板生产线、年产量 6000 万平方米，
钢结构生产线1条、年生产能力为5000
吨，轻钢结构生产线2条、年生产能力
为900吨，是国内最大的防火装饰板生
产和销售企业，凭借质量、品牌、研
发、环保等优势防火装饰板产销量稳居
国内第一位，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20%。

据中国林产工业协会装饰纸专业委
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永威安防生产的
高压装饰板在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占有
率居同行业第一。截至 2016 年年底，
永威安防国内市场占有率约为38%，出
口市场占有率为21.6%。2017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6.03亿元，较上年度同期增
长8.03%；净利润4661.15万元，较上年
度同期增长13.03%。2019年年底，实现
营业收入6亿元，与2018年基本持平。

该公司董事长任太平自豪地告诉记

者，永威安防积极与科研院校、设计企
业、部品部件生产企业、施工企业等省
内外优势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相互
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形成了产、学、
研、用一体模式，不断设计、开发新产
品，构建了建筑产业化发展平台。为实
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永威安
防大力提高建筑现代化设计研发、生
产、安装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与综合竞争
实力，通过人才的完备，以专业技术力
量及优质的服务抢先市场，为企业长远
持续稳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2018年7月29日，永威安防被授予
中国装配式建筑阻火集成墙板研发生产
基地。2018年10月27日，在中国装配
式建筑高峰论坛上，永威安防被授予

“中国装配式建筑阻火集成墙板研发生产
基地”荣誉称号。2019年7月，被省住
建厅确立为河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走绿色健康发展之路，打造建筑
产业一体化”是国隆科技长期以来致力
打造的企业愿景。

近年来，国隆科技顺应国家建筑业
发展趋势，围绕绿色发展主题，着力推
进绿色建筑产业发展，以BIM方法实现
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装修和

管理“五位一体”的体系化、信息化管
理，定位于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科技产
业园，着力打造为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
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一站式制
造商和生产商。

国隆科技先后成立了河南省装配式
建筑及配套材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装
配式建筑绿色建材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焦作市轻质墙体板及集成装配式构件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中心，以先进技
术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截至今年9月
底，国隆科技已获得装配式房屋与轻质
墙体板相关专利 29 项，装配式建筑技
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创新是企业发展不竭的动力。国隆
科技的业务板块主要是VR智能装配式
房屋、微纳米负氧离子室内装饰板、木
塑户外板材、保温装饰一体板、预拌干
混砂浆、城市海绵砖、轻质墙体板、装
配式建筑 （PC） 构件、智能综合管廊
预制、石墨烯EPS模块化等具有高科技
含量的新产品，并顺利通过质量、环
境、安全体系认证，新型墙体材料及节
能认证、十环认证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认证。

目前，国隆科技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一期4条生产线已全部建设完成，分
别为年产 12 万吨钢结构构件生产线、
年产 30 万平方米轻质墙体板生产线、
年产 30 万平方米保温装饰一体板生产
线、年产 30 万吨微纳米负氧离子室内
装饰板和3D基材户外板材生产线。

该公司总经理李玉玲始终认为，发
展装配式建筑关键是落实在项目应用
上。国隆科技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民宿、
特色小镇、旅游景区、美丽乡村建设、
公共建筑等，把装配式建筑推广应用与
棚户区改造和百城提质建设等重点工作
相结合。国隆科技还大力拓展海外市
场，通过“一带一路”与泰国、新加
坡、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
坦等国家代理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
广国隆装配式建筑配套产品，现已在印
度尼西亚民丹岛建立分公司并于 2019

年8月开始市场运营。
目前，国隆科技分别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等5项国家级荣誉和河南省装
配式建筑配套材料智能生产车间等4项
省级荣誉，同时获得焦作市工业企业50
高企业等5项市级荣誉。

又踏层峰望眼开。在新的历史时
期，永威安防、国隆科技等国家级装配
式建筑企业产业基地将立足焦作、面向
全国，紧密联系建筑工业化的政府职能
部门、企业和科研院所，坚持求实创
新、笃学崇实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工程服务方面创新机制，开拓思
路，推动我市建筑工业化的更大发展。

又踏层峰望眼开
——我市永威安防、国隆科技创建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纪实

国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多功
能展厅。

本 报 记 者
张闻评 摄

本报记者 张闻评

在经历了饱含汗水和辛劳的春种、夏耘后，中建七局第
一建筑有限公司焦作世合万达城市综合体项目部“四城联
创”工作也在这个美丽的季节迎来了秋收的喜悦。这其中，
也凝结着该项目部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王梦瑶的心血和汗水。

王梦瑶，男，29岁，中共党员，2013年3月入职中国建
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作至今。“四城联创”工作开展以
来，他用务实的作风、创新的思路，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为营造焦作世合万达城市综合体项目部“四城联创”工
作良好氛围，确保各项创建工作任务完成，该项目部成立

“四城联创”工作领导小组，王梦瑶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负责项目部“四城联创”宣传、日常监督、健康教育等工作。

接到领导小组的指令后，他迅速设立项目部“四城联
创”公示栏，公布领导小组组织情况和办公室监督电话，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他先后组织30余次项目部、施工现场大
清洁活动，累计参与人数400余人次；利用项目办公区、施
工现场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创建标语，快速在工地围挡设
置公益广告、创建标语等。

为落实市住建局“四城联创”专题会议精神，王梦瑶认
真开展问题排查，主动加压。在创建过程中，他积极落实市
住建局、马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迅速完善项目部的硬件设施，强化项目部的卫生管控，
加强项目部的食堂管理。

在市住建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认真指导下，该项目
部食堂严格按照“四城联创”食品和饮用水安全考核标准进
行整改。在各县（市）区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作为食堂负责
人和讲解员，王梦瑶在资料备查、食堂设施评估等各个环节
进行精心准备，得到了前来观摩的市、区领导的充分肯定。

“我今后要在新时代旗帜指引下，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履职尽责，积极作为，为致力打造‘精致
城市、品质焦作’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王梦瑶说。

王梦瑶：绽放出彩青春

本报讯（通讯员赵向东、
李中杰）连日来，市住建局安
监站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省市安全生产视频会
议要求，通过抓好“快、实、
强”三项举措，全面启动建筑
起重机械设备报废淘汰工作，
强力推进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全面提升。

突出“快”字，迅速启动
准 备 工 作 。 该 站 组 织 部 署

“快”、前期准备“快”，突出强
调“第一个责任人”的职责，
对产权备案的建筑起重设备进
行“大起底、大排查”，在建筑
施工安全监管上“出实招、出
硬招、出新招”，对筛查出达到
报废年限的 827 台建筑起重机
械设备在市住建局网站进行公
告。

突出“实”字，有序开展
报废淘汰。对于达到报废淘汰
条件的建筑起重机械设备，该

站要求各产权单位必须实施解
体报废，各安装单位一律禁止
安装、顶升，各施工企业、监
理企业必须对在建项目使用的
列入本批报废淘汰清单的起重
设备及时拆卸和更换，各县
（市）区住建部门要严格履行行
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对
本辖区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报废
淘汰工作的安全监管。

突出“强”字，精心组织
监管工作。一方面是安全监管

“强”。该站从淘汰报废设备抓
起，严把施工现场起重设备的

“进门关、源头关”，施工现场
的安全生产得到了进一步保
障 。 另 一 方 面 是 压 力 传 导

“强”。该站采取一系列有力措
施，持续加强对全市建筑起重
机械设备的安全监管，广泛推
广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以实际
行动强力推进建筑施工领域安
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确保广
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住建局安监站启动建筑
起重机械设备报废淘汰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闻评 通
讯员耿全昌）备受广大孟州市
民关注的该市三条市政工程道
路本月底将竣工通车。

今年 4 月份以来，孟州市
住建局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因
素，积极争取资金，凝聚各方
力量，加强日常和节假日督
导，明确责任和时间节点，从
而加快推进市政工程道路建设
进度。

据介绍，总长 4798.6 米、
总投资4670万元的东环、北环
道路改造二标段和三标段已全
面完工，一标段已完成雨污水
管网、沥青路面和人行道铺
设，正在进行项目扫尾，10月
底全面竣工。总长 300 米、投
资 421 万元的汇丰路中段大修
工程已完成雨污水管网、路基
工程和路面沥青铺设，正在进

行人行道平整，计划本月底前
竣工通车。总长1000米、投资
430 万 元 的 西 街 道 路 改 造 工
程，已完成雨污水管网、路基
工程和路面沥青铺设，汇丰路
口向西 100 米增加的路面大修
正在进行路面铺设，本月底前
完成人行道铺设并全面竣工。

据悉，总长 300 米的梧桐
路北段工程已完成雨污水管网
和机动车道路面铺设，非机动
车道和人行道正加快施工，计
划11月份全面竣工；联盟路义
井和张庄路段正在进行雨污水
管网和路基工程建设，计划12
月上旬建成通车；长 2200 米、
总投资5000万元的会昌路综合
改造工程正在进行雨污分流改
造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
黄河大道以北路段排水和慢车
道改造。

孟州市三条市政工程道路
本月底将竣工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马娟）近
日，温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对全
县所有在建项目开展安全生产
及扬尘治理突击检查整治活动。

据介绍，此次突击检查采
取查阅资料和现场查看相结合
的方式，主要对在建项目深基
坑、脚手架、高支模、施工用电、
起重机械、高处作业、消防安全
等是否符合安全生产标准，施

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是否
落实到位等进行细致全面检查。

此次共检查在建项目 24
个，发现各类隐患63条，现场
整改42条，限期整改21条。对
检查出的问题及隐患，分类梳
理建立台账，该局对检查情况
进行汇总通报，并对企业整改
进度进行跟踪复查。目前，所
有隐患均已整改到位。

温县住建局开展在建项目突击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