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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远去，高铁成
网，铁路为新时代丝绸
之路快速发展提供了
交通基础。中铁一院
新疆铁道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疆铁道勘察设计院）
1955年进疆，深耕新疆
60多年，是“新丝路”建
设的先锋队。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实质是通道经济带，

“通”是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核心目的。
作为专业铁道勘察设
计单位，新疆铁道勘察
设计院参与了新疆第
一条铁路兰新铁路、疆
内所有铁路干线、支线
的勘察、设计和建设，
亲历了新疆铁路“从无
到有、从线到网，从单
线到复线、从蒸汽到内
燃到电力，从普速到高
速”的全过程，奠定了
新疆以中通道为主轴、
北通道和南通道为两翼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

2014 年以来，根据国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
造世界最长“经济走廊”的
战略布局，新疆铁道勘察设
计院深入各地州市进行调
研，重新编制了全疆路网规
划和对外通道规划，编制了
新疆综合交通 （铁路） 发展
战略研究、出疆口岸的中长
期铁路规划，为加速丝绸之
路核心区发展描绘了蓝图。

为实现“疆内环起来、进
出疆快起来”的目标，新疆铁
道勘察设计院主动出击，提前
动手，促成南疆铁路环线“最
后一环”和若铁路的启动。该
铁路的建成，将极大改善南疆
交通运输条件，并成为西部地
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不仅

可以加快沿线地区对
外开放的步伐，也为
青海、西藏、甘肃乃至
四川开辟一条面向中
亚、南亚，全方位开放
的捷径，有力推动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为满足中欧班列
发展需求，2018年 8月
29 日，乌鲁木齐国际
陆港区中欧班列集结
中心扩建工程开建。
作 为 工 程 总 承 包 单
位，新疆铁道勘察设
计院承担了该项目的
全程勘察、设计、施工
工作。该工程是乌鲁
木齐作为丝绸之路交
通枢纽中心和商贸物
流中心的标志项目，
结束了新疆没有“五
定”（定点、定线、定车
次、定时、定价）国际
班 列 集 结 中 心 的 历
史。它的建成，实现
了“多对一、一对多”

（国内多个城市对乌鲁木齐一
个城市，乌鲁木齐一个城市对
国外多个城市的班列集结编
发）班列集结业务。作业能力
由原来的每天 3 列提高到 10
列以上，全年可达 3500 列以
上。作业时间由原来每列的
10到 12个小时，压缩到 4到 6
个小时，效率提高了一倍以
上。该项目也构建了新疆向
西开放与向东联动相互促进
的陆港型物流体系，形成了以
乌鲁木齐为支点的国际型双
向集结中心。

此外，新疆铁道勘察设
计院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的机遇，主要承担了塔城、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出疆
通道和口岸项目的规划，为落
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运
力保障。 □朱琛智

营 之道经

近日，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天气依
然湿热，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群建设者们远离总部正在这
里打拼，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集团“走出
去”战略部署。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竞争更
加激烈的建筑市场环境，如何高质量
发展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
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破冰？集团公司
领导审时度势，在合作共赢战略理念
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出去”经营思路，
依托陕建集团战略合作的东风，积极
实施，扎实推进，由李家卫董事长带
领经营团队几次南下广东对接考察，
终于在有了突破，取得了可喜的第一
个项目—— 深圳正通汽车创新服务
产业园建设项目。

该项目位于深圳龙华区和平路，
地理位置优越，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21.8万平方米，合同金额 22 亿元，为
大型公共建筑工程，拥有超高层办
公、工业厂房、高端公寓等综合功能，
采取一次性整体开发建设，建成后将
成为深圳市龙华区的标志性建筑，其
中 198米的超高层建成后将是陕建集团在大湾区施工
的最高建筑。

项目有了，由谁去干呢？面对南方市场的陌生和
远离本部的困扰，必须选派一支强有力的团队去开拓，
才能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领导班子经
过反复酝酿，以张杨为领头人的“南下纵队”逐步形
成。找他们谈话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服从安
排，为了公司的大局和长远发展，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深圳作为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在大湾区的经济地位日益彰显，特别是作为我国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典范，在建筑施工方面要求规范更
高。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先摸清南方的施工情
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7月31日，在集团公司刘翔
副总经理的带领下，先遣队先抵达上海，到集团工程三
部施工的海盐项目进行参观学习，暗自下了决心在各个
方面都要追赶超越海盐项目。

随后的四十多天里，他们冒着湿热天气，马不停蹄穿梭
于广州、东莞、肇庆、深圳，先后参观了工程一部、三部、七部
的诸多项目，还自发联系中建、深圳建工等企业参观学习。

学习完诸多项目后，他们对市场的认知从理性到感
性，这是一个特别注重契约的城市，合同为先，讲原则讲
规矩，转变原有的观念才能适应这里的建筑施工环境。

接下来，他们开始着手展开正通汽车项目的具体工
作，摸市场、作比较、搞调研、施工现场交接及清表、准备
开工仪式。为了迎接项目开工，这一群 80后分工明确，
协同作战。当他们第一次来到工地，由于该工地闲置了
几年，工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荒草，他们和工程一部联
合起来，短时间即收拾好了现场，让甲方赞叹不已。

初来乍到，困难重重。团队之间相互打气，树立信
心，做好分工，最大程度发挥每一个人的社会资源及侧
重点，克服了人生地不熟、高温湿热、蚊虫叮咬、饮食不
习惯、关系协调、观念不同等种种困难，为集团公司做战
略规划和投标报价提供了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第
一稿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和办公生活区的布置图……
高质量完成了建设单位的开工典礼，彰显了陕建水准，得到

了与会单位的高度评价，
为三建进军广东市场打
响了第一炮。 □刘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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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图书进出口西安公司第一
党支部党员及公司部分青年员工一行 13
人，在支部书记樊鑫的带领下，冒雨来到西

安市碑林区晶洁鸟特艺调理阳光家园，陪
智障孩子们共同度过美好的一天。

□张红喜 摄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1 马海民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 王小雄 陕西高速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3 王延安 陕西禧福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4 王作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执行董事
5 王 启 陕西海鋈皇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6 王 峰 宝鸡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7 王海峰 陕西海燕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8 王 鹏 陕西西大华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9 王 耀 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0 付鹏锋 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11 司宝君 铜川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2 同卓斌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中药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13 乔少波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4 行 远 陕西全通新能源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5 刘向飞 陕西省天桥集团府谷电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6 刘国强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17 刘 萍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18 纪晓明 咸阳泾渭茯茶有限公司董事长
19 杜 宏 方元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 李红普 陕钢集团韩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1 李证明 陕西延长石油延安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22 李育苗 中智西安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23 李剑浩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4 杨东礼 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25 杨立智 陕西雄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6 杨向阳 中交西安筑路机械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7 杨宏军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8 杨国华 西安航天源动力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29 何圣龙 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0 何 蓉 陕西蓉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31 沈显华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2 张天师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33 张宏伟 陕西北方动力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4 张毅刚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35 陈永民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6 陈亦新 陕西方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37 陈孟民 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38 武军强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39 周 红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0 郑孝儒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41 屈战成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42 屈 娇 陕西雅兰寝饰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43 赵小强 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44 赵向东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45 赵琼仁 陕西省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46 郝世英 西安长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47 南学平 陕西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48 侯惠民 铜川欣荣配售电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49 姚继峰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0 贺国健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1 袁宏明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2 徐 谦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3 高茂煌 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54 高 杰 陕西龙华煤焦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55 郭 华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56 郭建功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7 郭 鹏 陕西明堂环卫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58 唐宁波 陕西福兰特汽车标准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59 韩 宏 意景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60 韩保平 冀东水泥铜川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61 程道虎 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62 舒高新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63 雷贵生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64 简玉峰 咸阳市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
65 熊 聪 安康市长兴建筑集团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66 薛卫东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67 薛云峰 洛川美域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68 魏效农 陕西延长石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9年11月7日上午，在省政府前大楼召开了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评审会。省委宣传部、省发改
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陕西日报社、陕西工人
报社、省企业家协会、省青年企业家协会、省女企业家协会等单位有关领导作为评委，按照公开、公正、公平
的原则，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68 位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现对其进行公示，在2019年11月15
日前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如有异议，请与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评审办公室联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29-88211873
联 系人：相鲁生

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评审办公室
2019年11月8日

关于对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进行公示的公告

第八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为了促进稳增长、促发展，从车间、班组抓
起，激发广大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干事创业的
热情，充分彰显“咱们工人有力量”，本报联合省
总工会经济技术部开设“明星班组”栏目。

一、稿件要求
1.通过讲述车间班组的小故事、作用和经

验等，为相关行业班组的生产及管理提供可资
借鉴的经验。

2. 稿件字数控制在 1200 字以内，事例真
实，描述生动，并附上富有现场感的图片。

3.投稿邮箱：ghwq3@163.com（请在标题中
备注“明星班组”征稿）。

4.权责说明：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
著作权，并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他人合
法权益；来稿版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主办方有
权对征集作品公开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
展览展示等。

二、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
三、联系人
陕西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
杨学峰 029-87329846
陕西工人报编辑部
兰增干 029-87344644

“明星班组”征稿启事

陕西能源电力运营有限公司 11月4日晚11时
许，中铁电化局西
安电化公司建设者
正在川藏电气化铁
路拉林段藏久林卡
大桥上组立接触网
输电杆塔作业。

铁路施工人员
克 服 地质条 件 复
杂，地质灾害频发
等各种困难，积极
推进工程建设。

□杨永乾 摄

陕西能源电力运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电力运营公司）作为电力检修专业
化管理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
聚合提升陕投集团电力检修专业化水
平、打造电力企业新业态、创造新的利润
增长点，以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
历史使命。

精准施策 打通制约企业发展瓶颈

今年以来，电力运营公司紧紧围绕
“管理提升年”和“管理铁三角”总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破瓶颈、提管理、
促转型、稳增长。截至目前，公司资产总
额20055万元，负债11809万元，资产负债
率59%，累计实现收入8052万元。

2018年初，初成立的电力运营公司
面对人员划转、分流改制的重重压力，
不仅在年内完成了渭电 580名员工分流
划转、技术协议谈判等工作，还向渭
河、麟北、商洛、赵石畔电厂派驻了项

目部开展日常业务，并签订了检修维保
合同。

电力运营公司从探索建立体制机制
入手，探索出台了《内部市场化运作机
制方案》《内部银行实施办法》等系列措
施，赋予各项目部一定自主权，建立市
场化约束机制，激发人员市场意识、成
本意识，挖掘发展潜力，提高执行能
力，有效促进各项目部、试验中心强本
固基、降本增效，逐步加快企业由生产
型向经营型转化进程。集团实施能源产
业板块化、专业化改革举措的多赢效果
在电力运营公司初步显现。

11月15日，公司第五个项目部将进驻
清水川能源公司，迎接又一百万机组项目
维保工作的新挑战。

转型升级 实施高附加值产业驱动措施

电力运营公司扎实推进“人才强
企”工程，着力打造“运营生力军”，对

外带队赴中电联、天津蓝巢学习调研，
对标先进，补齐短板，提升干部队伍的
管理视野和业务水平；对内不断完善员
工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员工专业技能水
平。一年多来，公司职工取得注册安全
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6人，组织高空作
业人员、电工作业人员特种作业取证培
训 114人次，组织焊接、电梯司机、行
车司机取证和复证培训37人次。

转型升级一直在路上。运营人一方
面“沉下去”，以“专业专注”的工匠作
风努力完成各电厂检修维保主业，以过
硬的技术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为集团各
发电企业的正常运行和顺利投产作出了
贡献；另一方面“走出去”，不断加大市
场营销和开发力度，组建了神木电石临
时检修项目部，提前完成神木电石汽轮
发电机本体大修项目，为公司开拓外部
检修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取得了宝贵
经验。

公司金属、热化、电气三大试验中

心参与集团各电厂标椎检修和维保工作
之余，积极对外拓展业务，完成新元洁
能、黄陵电厂仪表维护等 15 个试验项
目，出具检测、试验报告 1300余份；完
成新疆天富能源热电C级检修、锦界电
厂 500KV升压站全停检修项目等，实现
利润 450万元，成为电力运营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

2019 年是集团公司的“管理提升
年”，也是电力运营公司的“基础管理提
升年”。 公司将以打造“省内一流电力
维保企业”为己任，继续立足集团在建
及运营发电机组，在“制”上求突破，
在“活”上做文章，努力打造科学的管
理体制和专业化的经营服务体系，打
造样板工程，塑造自身品牌，提升核
心竞争力；统筹推进保安全、稳增
长、转观念、提管理、促转型、强党
建，实现从“打工经济、创业经济”到

“品牌经济”的跨越，助力集团追赶超
越再上台阶。 □王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