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习近平考察公司参建的
浙江宁波舟山港、安徽十八联圩
湿地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公司参
建的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考察。公司作为最早投入宁波
舟山港穿山港区的施工单位之
一，参与了港区码头的基础设施
建设，为宁波舟山港的蓬勃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安徽合肥十八联圩生态湿地
修复工程蓄洪区，实地了解巢湖
水势水情。公司参建的肥东县
十八联圩生态湿地修复工程，是
合肥市正在规划建设的环巢湖
最大河口湿地。为缓解汛情，尚
处于建设期的十八联圩湿地于7
月18日开堤蓄洪，发挥了“调蓄
防洪”重要作用。

二、公司喜获国家科技进步
特等奖

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
获奖代表颁奖。由公司联合上
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的

“海上大型绞吸疏浚装备的自主
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在会上获评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这

是中国疏浚业首次获此殊荣。
三、公司防疫复工成效显著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两手抓、两手硬，在全年公司
全体员工无一人感染的前提下，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海内
外项目复工达产成效显著。尤
其是广大海外员工坚守一线岗
位，不仅守住了海外生产经营阵
地不失，更为巴西等深受疫情影

响的国家守住了进出口港口航
道生命线，保障了当地民生与经
济，获得了央视、《人民日报》等
众多媒体关注报道。

公司员工还积极投身社会
防疫工作。3月2日至8日，在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公司党委迅
速组建铁路上海站疫情防控顶
岗志愿服务队，火线驰援，圆满
完成值守任务，先后收到上海市
静安区委、区政府和上海市建交
委的感谢信，志愿服务队临时党
支部荣获上海市静安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中交集团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基层先锋队。

四、公司广泛开展“四史”学
习教育

2020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
抓实。通过深入学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
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百年上
航，卓越领航”、持续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
前列。

五、公司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做贡献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公司
积极响应中交集团的号召，公司
优秀党员金佳炜只身来到国家
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
——怒江州，任职怒江州兰坪县
通甸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自己的一腔热血努力践
行中交人“让生活更美好”的美
丽愿景，帮助通甸村民顺利脱贫
出列。金佳炜也荣获中交集团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六、公司深入开展“对标世
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大学习大
讨论活动

2020 年，公司积极响应中
交集团“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
行动”，制定活动实施方案，紧紧
围绕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积极
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中交
集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解放思
想、凝聚共识，积极融入到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中，为公司与中交

集团“二次跨越”凝聚磅礴力量。
七、公司在资本市场实现完

美首秀
在公司成立115周年之际，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公
开发行 20 亿元可续期公司债
券，这是公司首次登陆资本市
场，并创下近期同行业、同期限、
可比规模无担保次级永续债产
品利率新低，完成了完美首秀。

八、公司所属中港疏浚公司
荣膺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

11月20日，中国文明网发
布了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名
单。公司所属中港疏浚公司荣
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标志着公司在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实现历史性新突破！

九、公司承建浙江嘉兴南湖
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江苏吴江长
三角一体化项目

10月12日，公司牵头的联
合体成功中标浙江省嘉兴市南
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一期）设
计施工总承包项目，承担起让

“红船精神”绽放新的光芒的重
任，为建党百年献礼。

10月22日，公司承建的苏
州吴江元荡慢行桥主体结构顺
利合龙。吴江环元荡岸线贯通
工程跨越元荡湖，在加速苏沪两
地互联互通的同时，实现两地

“生态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的基
本理念，助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示范区发展，成为元荡湖上
最耀眼的明珠。

十、公司开展建局115周年
系列庆祝活动

2020年12月26日，是建局
115周年。公司以“百年上航，卓
越领航”为主题，以“12345”发展
路径为主线展开系列庆祝活动，
公司自有媒体及社会媒体共同
发力，展现公司深厚历史底蕴和
发展成果，对内凝聚全体职工干
事创业的热情，对外树立百年上
航追求卓越的企业形象，助力公
司走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本报讯 近日，公司
承担设计与二标段施工
的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
道减淤工程南坝田挡沙
堤加高完善工程顺利通
过交工验收。交通运输
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
航运发展研究中心、长江
航道局、长江口航道管理
局、上海海事局相关领导
出席验收会。公司副总

经理刘华锋、上海交建公
司主要负责人参加。

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工，2020 年 12 月
12日完工，主要内容为对
长度 17.7 公里挡沙堤进
行加高完善。

项目历经新冠疫情、
设计方案调整、气象条件
恶劣等不利因素影响，全
体参建人员精心组织，科

学安排，咬紧目标不放
松，奋力扭转不利局面，
克服了大体积弧形薄壁
素砼结构预制、运输及安
装的工艺难点及长江口
复杂工况，高质量地完成
了所有构件的预制、安装
施工。施工高峰期投入
全回转起重船、平板驳等
各类施工船舶二十余艘，
单日构件水上安装强度

最高达 107 块，提前 18 天
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本工程的建成将进
一步减少长江口 12.5 米
深水航道的回淤量，降低
航道维护费用，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长江口航道服
务能力和水平，为国家战
略实施和交通强国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杜徐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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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霍胜勇指出，作为“关键
少数”，领导干部必须把初心使命记在心
里，把企业发展重任扛在肩上，把职工群
众幸福捧在手里，敢于担当、敢于作为，并
就此对公司领导干部提出三点希望，一是
既要有担当勇气，又要有担当本领。二是
既要有担当冲劲，又要有担当智慧。三是
既要有担当之风，又要有担当生态。

会上，战略发展部汇报了公司“十四
五”规划（讨论稿）。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就“围绕公司
‘12345’发展路径，谋划公司‘十四五’发
展规划”、“围绕领导讲话，分析公司2021
年重点工作”、“围绕‘十四五’规划和
2021年重点工作，如何进一步强化党建
引领作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
讨。

12月 30日上午，公司召开 2021年第
一季度司务会暨安委会，公司副总经理曹
湘喜通报2020年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完
成情况及2021年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安
排，战略发展部通报 2020年四季度预算
执行及2021年一季度生产经营预算。公
司分管领导分别布置工作。

霍胜勇对本次会议讨论情况进行总
结。他表示，在讨论中，大家对2021年重
点工作和“十四五”规划目标高度认同、
信心十足，提出的建议实事求是、富有见
地。围绕讨论情况，霍胜勇提出两点要
求，一是深入领会、把握、宣贯“十四五”
期工作核心精髓。即通过落实“两大行
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管理
制度，切实提升企业治理能力；领导干部
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努力实现公司发展
水平、营收规模再上一个台阶；通过贯彻
落实“12345”发展路径，推动业务结构合
理化、资产结构优质化、财务指标健康
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目
标。二是改进全局干部队伍工作作风。
要雷厉风行，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效
率；要坚定信心，不畏艰难、勇于挑战，以
奋斗拼搏的精神状态开启企业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

霍胜勇对近阶段各方面工作进行强
调，一是春节前各项重点工作要有序推

进；二是疫情防控要严格按照集团要求执行各项相关
规定；三是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两节期间不盲目
赶工期、抢进度；四是做好两节期间应急值守、信访维
稳工作；五是严格遵守“八项规定”。

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纪委副书记、副总
师、总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巡察组组长、各单位党政
主要领导参加会议。 （林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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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南坝田项目通过交工验收

本报讯 日前，公司
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施工安全关键技术与
装备研究”课题 9：通航水
域水上施工监控与航行
诱导系统研究与应用示
范 （ 课 题 编 号 ：
2017YFC0805309）《水 上
交通施工工程安全监控
技术体系研究报告》科技
报告专家评审会在上海

召开，会议由课题负责
人、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顾勇主持，交通运输
部老交通智库专家、原交
通部副部长徐祖远担任
本次评审会主任。

与会评审专家认为
课题组提交的体系研究
报告及技术文件齐全、规
范、报告内容和质量达到
了任务书的考核要求，一
致同意通过评审。

本次通过评审的科
技研究报告形成了一套
全面又具有代表性的安
全技术指标体系，并融合
行业规范和国内沿海施
工经验对各环境安全指
标进行风险标准量化，补
充完善了通航水域水上
工程施工的安全防控技
术指标体系，为提高风险
监控技术和制定风险防
范措施提供基础信息，这

对于提高我国通航水域
水上工程施工的风险预
警和安全水平、保障施工
人员安全具有十分重要
的工程意义，将为健全我
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施
工安全保障体系和提升
施工安全保障能力提供
重要支撑，也可以为中国
水上施工企业走出去提
供智力支持。

（王丽华）

公司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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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司承建的万福河一期河道治理及配套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河道疏浚、北岸堤防和护岸、闸站工程
等。目前人行道及交通设施安装、管道施工和绿化建设正全面铺开。 （王文国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