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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

律回春渐，新元肇启。
光阴之箭已经穿越年轮，抵达 2023年，在这个温暖的新年元旦里，

我谨代表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及领导班子，向一年来
为公司改革发展辛勤工作的全体员工致以亲切的慰问！向节日期间仍奋
战在海内外施工生产一线的全体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始终关心支持
公司发展的员工家属及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与我们携手并
进、共谋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恭祝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这一年，我们守正笃实，管党治党交出优异答卷。2022年，公司党委

在集团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和全国国企党建会精神落实成果。公司党委以争创行业一流企业为
奋斗目标，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精细年”主题活动，紧密与企业的生
产经营工作相融合，大力推进党建工作不断创新，持续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确保了企业稳步健康发展。

这一年，我们与时俱进，转型升级交出崭新答卷。2022年，公司坚持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要求，开展对标一流行动，践
行“五大”理念，健全经营体系，调整业务结构，融入“双碳”市场，深化属地
经营，牢固树立“现场就是市场”的理念，走好以现场保市场之路，夯实重
点项目服务与管控基础，全面推进“大干一百天，奋进新征程”大会战，跑
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这一年，我们激流勇进，改革发展交出满意答卷。公司全体职工以强
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攻坚克难、奋勇拼搏，斩获多项荣誉：荣获
中国施工企业协会信用星级认定 20星及诚信典型企业，通过了信用等
级评价 AAA复审；获得“化学工业优质精品工程”奖两项、“化学工业优质
工程”奖三项、“化工建设工程质量评价 AAAAA级项目”奖三项、“化工建
设工程质量评价 AAAA级项目”奖三项、“2022年度优秀焊接工程一等
奖”等多项荣誉；被授予“2022工业企业品牌建设创新示范单位”“2021
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新闻宣传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这一年，我们众志成城，防控疫情交出感人答卷。公司全体干部职工
不负使命，战天斗地，主动作为，发展生产。踏寒风辞旧疾，跃青坪赴新程。
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变化，我们迎来防疫政策的新阶段，望广大职工要筑牢
健康安全“第一防线”、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任重道远，正需策马扬鞭；万里征程，唯有不懈奋斗！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公司转型升级的攻
坚之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徐徐展开，塞北江南正在摩拳擦掌，一种似曾相识的共振
在我们内心深处激荡，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集团
公司的正确领导下，保持坚忍不拔、驰而不息的韧劲，激活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闯劲，鼓
足一马当先、舍我其谁的拼劲，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过去的一年，我们有过坎坷，有过挫折，却从未如此需要浴火重生。今天又启新程，不仅
仅意味着理想与见证，更是蕴育着生机与发展！让我们共同站得更高、立得更直、看得更远！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关
于春天的梦想。我们相信：凛冬将尽，疫情必散，芳春不远……当新年的曙光笼罩大地时，愿
神州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愿公司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愿各位同仁心想事成、幸福安康！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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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袁是集团公
司打造野两商冶的元年袁也是公司提质增效尧转型
发展向着野创一流企业袁筑百亿化建冶目标迈进
的关键一年遥 一年来袁 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冷静客观看
待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袁坚定发展信心袁
把握战略主动袁克服艰难险阻袁保持拼实力尧抢
机遇尧勇担当的状态和作风袁全面巩固和提升了
企业高质量发展良好态势遥
■1月 7日至 8日，公司召开 2021年市场

营销总结暨 2022 年市场营销规划研讨会，对
2021年市场营销工作的成果与不足进行复盘，
对 2022年市场经营工作进行规划研讨。

■1月 12日，西门子数控 （南京） 有限
公司生产及研发基地项目顺利竣工。该项目为
西门子同类产品领域在德国之外最大的研发中
心，被列为江苏省重点工程项目，项目获得
“南京市建筑业协会 QC成果”奖、“南京市建
筑业协会优质钢结构工程”奖、南京市“标准
化文明工地”和集团公司“标准化文明工地”
荣誉称号。
■1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1年度党员领

导干部民主生活会，集团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
记邵殿祥到会督导。

■1月 27日，公司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
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净化及甲醇装置 (标段
三)、山东泰特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9500吨 /
年特种环氧树脂项目荣获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
会“化学工业工程绿色施工安全文明工地”称
号；公司河北易高生物燃料有限公司 24万吨 /
年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建筑安装工程、
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生产及研发基地项
目、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两化”搬迁改
造项目—专用罐区项目荣获中国化工施工企业
协会“化学工业工程安全文明工地”称号。

■2022年，于建云、王纯银、程卫国三位同
志先后补充到公司领导班子队伍中，公司领导
班子队伍得到壮大。其中，王纯银同志任公司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程卫国同志任公司总会计
师；于建云同志任公司副总经理。
■1月 28日，国家发改委公布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评价结果，公司顺利通过评价，继续持有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2月 18日，内蒙古沪蒙能源集团碳基高

新新材料产业园举行点火仪式。该项目合同额
4.31亿元。8月 10日化产区域投产成功。

■2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2年党员干部
警示教育大会、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会议、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会
议。会议旨在全面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建工作
会议精神，总结 2021年主要工作，部署 2022
年重点任务，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
评议，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精细年”要求，
推进公司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
成效。

■3月 8日，公司工会召开了庆三八表彰
会。会议对 2021年度女职工工作先进集体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并举行了“喜迎二十大 巾帼心
向党”主题文艺汇演。

■3月 12日，广东珠海 LNG扩建项目二
期储罐桩基工程（标段二）顺利完工。该项目为
国家 2021年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对
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结构、保障湾区天然气
供应和能源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月底，沧州市国资委党委下发《中共沧
州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委员会关于表彰 2021年
度优秀党组织书记的通报》，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成北获评沧州市国资委党委系统 2021
年度“优秀党组织书记”称号。
■4月 2日，公司召开落实集团公司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专题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
的重要批示，以及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工作视频
会议精神，对公司落实集团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工作方案及落实“十五条硬措施”进行解读并
部署。

■4月 10日，公司承建的天津渤化“两化”
搬迁改造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其中，VCM项目
顺利投产，PO/SM项目一次开车成功并产出合
格产品，为“两化”项目全面投产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VCM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促进国家石化
产业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渤化集团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天津市“城围化工、安全
发展”的战略举措。

■4月 28日，华腾军创（江苏）产业园项目

实现了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华腾军创产业园是
无锡市政府“十四五”规划重大产业项目。项目
的建成将成为推动、服务无锡乃至长三角地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新的亮点特色平台，对无锡
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4月 29日，公司召开了“五四”表彰暨共
青团工作会议，共同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 100周年。

■5月 31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二次安

委会扩大会议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各
基层单位“安全生产月”相关活动也陆续展
开，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安全环
境。

■6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2年合规管理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公司主要领导、首席合规
官及在沧领导带头签署《合规承诺书》，提升了
合规管理责任意识，明确了合规管理的任务及
目标。

■6月 27日，广东富凌饲料蛋白、高科技
食品及植物清洁能源一体化产业园项目 （一

期）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的开工，标志着广
东分公司为进军广东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弥补了近年来公司在粮食筒仓施工方面
的空白。

渊下转第四版冤

踔厉奋发担使命 勇毅前行奔征程
要要要公司 2022年大事记

渊上接第一版冤
■6月 30日，公司召开庆七一表彰大会。

会议举行了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
对获得“四好”领导班子、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的集体和
个人进行了表彰。

■7月 1日至 7月 21日，集团公司党委第
一巡视组对公司党委进行了以“重点工作落实
情况和‘两金’压降”为主要内容的专项巡视。

■7月 3日，山东泰特尔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9500吨 /年特种环氧树脂项目竣工。该项
目被山东省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建设局授予
2020年度山东省东营港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
准化工地；被集团公司授予 2021年度安全质量
绿色环保示范工地。

■7月 5日，七台河旭丰能源有限公司 1×
60孔捣固式 5.5米焦炉项目在施工现场举行开
工仪式，该项目为“交钥匙”工程。

■7月 11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成
北拜会了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双方就
落实在能源化工、城市更新、环境与基础设施多
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为公司顺利承接
9.16亿元的洛阳市洛龙区刘富村城中村改造
EPC总承包项目奠定了基础。

■7月 15日，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6000吨 /年六氟磷酸锂产业升级改造
项目竣工。该项目是公司在锂电池新材料领域
首次采用 EPC方式总承包的项目。

■7月 16日至 24日，来自全国 101所高
校，籍贯涉及 18个省、4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
的 449名新员工完成了集中报道和培训，正式
成为了“十三化建人”，投身到化工建设行业，开
启了一条崭新的奋斗之路。

■7月 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二十
三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公司“一种塔状构筑
物无支撑杆滑模施工操作平台及施工方法”获
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7月 25日，公司举行了《全面精细化管
理手册汇编（2022版）》颁发仪式，标志着公司
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正式进入深化落实

阶段。

■8月 9日，沧州旭阳化工有限公司己内
酰胺项目实现中交。

■8月 13日至 14日，公司第十一届职工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沧州国际会议中心隆重
召开。大会全面总结了 2021年及 2022年上半
年各方面工作，提出并确定了 2022年工作总体
要求、目标任务及重点工作安排，隆重表彰了
2021年度公司先进集体以及劳动模范等各类
先进人物。

■2022年，公司获得了多个宣传和企业文
化建设方面的奖项：被《中国化工报》社授予
2021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新闻宣传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获评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
程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最佳案例”；公司官网、《十
三化建》报获得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优秀企
业网站”“优秀报纸”荣誉称号；获评《中国工业
报社》2022年“工业企业品牌建设创新示范单
位”荣誉称号。
■8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献礼二十大，大

干四个月”部署暨质量月活动启动会议，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李小平就公司保营收、稳增
长、向年度目标冲刺进行了全面部署，拉开了公
司大会战活动的序幕。

■9月 28日，马钢焦炉大修改造项目主净
化区域顺利投产。项目获得马钢集团“标杆工
地”称号，为拓展马钢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月 16至 17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公司党委带领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收看了开幕会，并在公司
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

■10月 19日，公司与新疆护翼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举行了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生产基地
-8000吨 /年天然气催化裂解制备碳纳米管及
1亿方氢能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签约仪式。

■11月 4日，公司首期“青马工程”培训班
正式开班。培训班为期一年，旨在培养青年政
治骨干和复合型青年人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共有 30名公司各专业的青年骨
干参加培训。

■11月 8日，中国化学 EPC总承包、公司
参建的哈萨克斯坦最大化工项目———石油化工
一体化（IPCI）项目举行竣工投产仪式，哈萨克
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出席相关活动。公司承建了
该项目核心装置 PDH三标段及 UO公用工程
项目，工程量占到整个项目的 50%。IPCI项目
是哈萨克斯坦首个聚烯烃项目，是中国化学贯
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中哈产能合
作的重要成果。项目顺利实现竣工投产，将为推
动哈石油化工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撑，有力促
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11月 11日至 30日，华鲁恒升荆州项目
成功完成项目核心设备———四台气化炉的吊
装，系公司首次采用 2000吨履带吊完成核心设
备吊装。
■2022年，公司加快属地经营布局，第二

分公司、第五分公司、第六分公司整体外迁更名
为山东分公司、广东分公司和福建分公司，新疆
分公司进一步得到壮大，公司区域经营模式成
效初显。

■11月 22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公布第三届石油和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月短视
频、征文比赛结果，公司上报的《受限空间应急
演练》、《施工现场 5S标准化管理》两个作品分
别荣获短视频一等奖和三等奖，公司被授予了
“优秀组织奖”荣誉称号。

■11月 24日，公司承建的福建省东南电
化股份有限公司 15 万吨 / 年 TDI 配套 30 万
吨 /年烧碱二期项目顺利投产。该项目于 2021

年 7月 16日开工，2022年 8月 30日完成中间
交接。项目的建成将形成规模效益，并逐渐将东
南电化建成 TDI生产和研发基地，带动下游行
业的发展，促进东南地区大型化工基地的建设
及福建省的经济发展。
■11月 25日，内蒙古博源银根水务黄河

供水项目实现竣工，为项目的如期通水奠定了
基础。该项目系公司首次在沙漠地区长输管线
的施工。

■11月底 12月初，公司公开竞聘工作取
得阶段性进展：11月 28日，公司召开所属单位
副职公开选拔干部集体谈话大会，68名干部通
过竞聘正式上岗；12月 3日，公司总部机关全
员起立竞聘工作正式启动，第一批中层管理人
员面试工作经过两天的时间圆满完成。
■12月 7日，河北卫视就河北省出台的扎

实稳定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及配套政策中“稳就
业”相关政策措施在公司的落地落实情况进行
采访。6月份以来，省、市接连出台了贯彻落实
稳经济运行一揽子政策措施，公司立即响应，与

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对接，精心
组织材料，做到报出材料翔实，人清数准，成为
沧州市首家审批通过单位，及时享受到沧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付的补贴，全年申领
各项补助累计近 350万元。

■12月 8日，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公布
了本年度诚信标杆企业等奖项的获奖名单，公
司获得“2022年度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称
号，工程建设企业信用星级认定结果为 20星
（最高为 21星），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成北
获得“工程建设诚信企业家”称号。
■12月 12日，为进一步整合股份公司旗

下装备产业资源，打造细分领域专业优势，股份
公司经研究，将公司所持中化工程沧州冷却技
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化学装备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深刻影响企

业的生产经营及各项管理工作，公司全面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体

要求，以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为前提，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稳增长、抓防疫、强担当、保安全，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众志成城、砥砺前行，最大限度抵
御和化解了疫情的不利影响。
■2022年，公司持续开展 QC小组活动，

针对所选课题，认真总结提炼活动成果，获得全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优秀质量管理成果 1项；中
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QC 小组成果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2项、优秀奖 1项；集团公司优秀
QC成果 2项。
■2022年，公司顺利通过压力管道安装、

起重机械安装（含修理）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资质
换证评审工作，压力管道安装许可子项（长输管
道、工业管道、公用管道）全覆盖且都已达到最
高级别，起重机械安装许可子项覆盖桥式、门式
起重机（B级），为公司承接压力管道安装、起重
机械安装业务取得了通行证。
■2022年，公司持续深入实施工程质量提

升行动，严格抓好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努力提高
工程质量水平，公司承建的天辰齐翔新材料有
限公司尼龙新材料项目、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
司 30万吨 /年己内酰胺项目、淮北矿业安徽碳
鑫科技有限公司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获得中
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颁发的“化工建设工程质
量评价 AAAAA级项目”奖；河北易高生物燃料
有限公司 24万吨 /年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一
期）、天津渤化“两化”搬迁改造项目一期专用罐
区工程、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生产及研
发基地项目
获得中国化
工施工企业
协会颁发的
“化工建设工
程质量评价
AAAA 级 项
目”奖；中化
泉州 100万吨 /年乙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球罐
区及配套设施（标段 6）施工总承包工程获得中
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12月 26日，公司承建的邓州市教育产

业园 EPC项目（一期）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是
公司首次进军教育产业实施的 EPC项目。
■12月 30日，中国化学股份公司成功引

入农银投资和国寿投资两家投资机构，以“债转
股”方式合计出资 5亿元对公司进行增资，持有
公司 21.60%股权，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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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2年重点工程项目回顾
银第一分公司安徽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焦总厂

焦炉大修改造项目煤气净化部分袁 施工地点位于安徽省马
鞍山市花山区马钢北区厂区内袁合同额为 1.94亿元遥 目前袁
项目所有工程均已完成袁已进入试生产阶段遥

银山东分公司沧州旭阳化工有限公司己内酰胺扩建项
目袁施工地点位于沧州市渤海新区袁合同额为 2亿元遥 项目
于 2022年 8月 9日顺利中交袁 并于 9月 25日一次性投产
成功袁顺利产出己内酰胺优等品袁实现全流程贯通遥

荨天津分公司天
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
公司野两化冶搬迁改造
项目包括 院80 万吨/
年 VCM 施工项目 袁
20万吨/环氧丙烷联
产 45万吨/年苯乙烯
单体项目袁 公用配套
工程原烧碱循环水站
VCM/PVC循环水站
项目袁 专用罐区四部
分袁 施工地点位于天
津市滨海新区南港工
业区 袁 合同总额为
9.71亿元遥 2022年 4
月 10日袁VCM项目尧
POSM项目顺利开车
投料生产遥 至此袁野两
化冶 搬迁改造项目顺
利完工遥

银天津分公司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75万吨/年丙
烯及下游深加工项目公辅设施系统工程袁 施工地点位于广
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袁 合同额为
1.97亿元遥 2022年 10月 10日袁项目完成最后一个主项的
中交袁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遥

银天津分公司华腾军创渊江苏冤产业园项目袁施工地点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袁合同额为 1.32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
已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遥

银广东分公司内蒙古华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PTMEG尧PBAT新材料产业链一体化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低碳产业园区袁 合同额为
1.24亿元遥 目前袁 项目钢结构安装已完成袁 设备安装完成
95%袁工艺管道施工完成 93%袁电气仪表安装完成 70%遥

银广东分公司富凌饲料蛋白尧 高科技食品及植物
清洁能源一体化产业园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广东省广
州市南沙区袁合同额为 1.6亿元遥目前袁项目 4-1#室外
消防水罐尧27#油罐区及脱嗅塔均已顺利完成交接袁筒
仓区域滑模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袁已完成进度 87%袁项目
土建主体建设工程已完成 90%袁 钢结构安装工程正在
有序推进遥

荨福建分公
司福建省东南电
化扩建 15 万吨/
年 TDI 配套 30
万吨/年烧碱项
目袁 施工项目地
点位于福建省福
清市江阴工业集
中区国盛大道 3
号袁 合同总额为
2.13亿元遥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 完 成中 间 交
接袁11月 22日一
次开车成功并投
产运行遥

银福建分公司威海新元高端新材料生产项目和无醛环保
水性粘合剂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
区袁合同额为 2.8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一期 7个主要建设单体处
于配合业主试车调试阶段袁 项目二期土建工程 6个主要建筑
单体主体结构施工完成遥

荨山西分公司阿拉善盟东
海新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40万
吨/年甲醇尧10万吨/年合成氨
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巴音敖包工业
园区西南侧 袁 合同总额为
5.4363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土建尧
工程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袁安
装工程化学水尧 污水处理已投
入生产袁焦油罐区尧粗苯罐区尧
原料罐区已完成施工袁 甲醇罐
区进入管道试压尧 三查四定阶
段袁 液氨罐区正在紧张施工当
中遥

银山西分公司阿拉善盟沪蒙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300
万吨/年焦化工程项目袁施工地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
善盟阿拉善左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巴音敖包工业园区
西南侧袁合同总额为 8.557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土建尧安装工
程施工已进入收尾中交阶段袁 现已经开始进行试生产工
作遥

银江苏分公司江苏新浦氯乙烯工程项目袁施工地点位
于江苏省泰兴市泰兴经济开发区袁合同额为 9000万元袁目
前项目 20个单位工程的管道尧钢结构尧设备尧电气仪表安
装工作均在消除尾项阶段遥

银第七分公司
安阳瑞美达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陶瓷园
区清洁工业燃气集
中制气项目袁 施工
地点位于河南省安
阳市内黄县陶瓷园
区瓷三路袁 合同额
为 1.08 亿元 遥 目
前袁 项目处于待交
工验收阶段遥

荩冷却技术公司岳
阳巴陵石化己内酰胺新
建 5500m3/H伊33 台冷
却塔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
于湖南省岳阳市遥目前袁
该项目已完成 3台冷却
塔的初步安装工作袁剩
余冷却塔正在按计划有
序施工中遥

银新疆分公司新疆中能万源化工有限公司 400kt/
a合成氨 600kt/a尿素项目渊二期工程冤袁施工地点位于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塔西河工业园区袁 合同
额为 1.5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总体已完成 80%遥

银机械化分公司华鲁恒升渊荆州冤
项目大型设备吊装工程袁 施工地点位
于湖北江陵县遥 该项目吊装总量为
9574吨袁目前袁吊装任务已完成 36台尧
7493吨遥

银渤海区域中心河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煤炭清洁高
效综合利用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河
北正元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院内遥目前袁空分装置区内最大的三
个单体土建工程空压厂房尧空冷器框架尧空气分离设备均已完
成结构封顶袁项目道路工程尧地管工程尧钢结构安装工程正有
序推进中遥

银山西分公司湖北宏源六氟磷酸锂升级改造工程项
目袁施工地点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经济开发工业园区袁
合同额为 2.1847亿元遥 目前袁该项目已全部施工完成袁并已
交付业主使用袁全线进入投产运营阶段遥

荨化勘设计院承建
的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化
工转型升级项目-120万
吨年乙烯装置及开工锅
炉桩基工程袁 施工地点
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龙潭
区遥 目前袁项目桩基施工
钻孔已完成 30%遥

荨新疆分公司连云港港徐圩港区
四港池 46#-47#液体散货泊位工程
安装工程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连云港
徐圩新区内袁合同额为 1.73亿元遥 目
前袁码头装卸工艺管道尧给排水工程尧
钢结构工程尧供配电工程尧控制及通讯
工程尧外线电缆工程已全部完成袁消防
工程已完成 99%遥

银公司济阳星河社区 EPC总承包项目袁施工地点位于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袁合同额为 5.5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装饰
装修及水电安装工程即将完成袁 室外正在同步进行土方回
填工作遥

银山西分公司丝路科创谷工程项目袁 施工地点位于陕西
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袁合同额为 7亿元遥 目前袁项目正处于主
体施工阶段袁其中 3#尧7#尧13# 主体施工已完成 70%袁其他 6
栋楼正处于基础验槽阶段遥

荨公司哈萨克斯
坦 IPCI项目 PDH/UO
装置袁 施工地点位于
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市
卡拉巴丹经济特区遥
公司承建了 IPCI 项
目 PDH 装置工程三
标段及 UO装置标段
的施工任务袁 工程量
占 到 了 整 个 项 目
50%遥 项目于当地时
间 2022年 11月 8日
竣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