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成报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

主办

同心绿色发展

2019 年 10 月 8 日

第 470 期

欢迎关注中成官方微信平台
http://www.zjzhongcheng.com
E-mail:zcb.zjzcg@163.com

浙企准字第 D025 号

共创西部未来

卡博特恒业成项目正式投产
王永泉强调，卡博特是一家令人尊敬的 个新的起点，我们信心百倍，满怀激情，真
企业，以不断的创新闻名于世，年产 8000 吨 诚希望卡博特和恒业成能够继续发挥在各自
9 月的乌海，硕果累累。由恒业成有机 的世界级的相二氧化硅生产工厂同时具备了 领域的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不辜负各界朋
硅与国际化工巨头美国卡博特公司共同出资 恒业成与卡博特的优秀品质，对合作双方来 友对我们的厚爱！
建设的年产 8000 吨世界级气相二氧化硅项目 说，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今天的开业，是一
（下转第 2 版）
正式投产，该项目正式成为全国产能第二、
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气相二氧化硅项目，也
标志 着中成 打造 循环经 济效益 模式 落地 生
根。
9 月 24 日，卡博特恒业成在厂区举行了
隆重的开业仪式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乌海市
委书记史万钧出席开业仪式并宣布该工厂正
式投产。浙江中成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永泉出
席并致辞，卡博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
尚恩、乌海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了开业
仪式。
王永泉在致辞中表示，自 2016 年 9 月内
蒙古恒业成与卡博特正式合作以来，双方秉
承着 互惠互 利、 资源共 享、优 势互 补的 原
则，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保证了乌海项目
的顺利开业。作为乌海市中外合作企业的典
范， 这为有 机硅 行业留 下了浓 墨重 彩的 一
笔，也是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产业发展历史
上值得永久铭记的日子。
阴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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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企业家峰会隆重举行

董事长王永泉荣膺“绍兴市杰出企业家”
阴本报记者
9 月 29 日上午，2019 绍兴市企业家峰会在
咸亨酒店举行。近 250 名绍兴各界企业家、协
会代表及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市委副书记、
市长盛阅春出席并通报了今年以来绍兴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市企业家协会会长尹永杰介绍了
去年年会以来企业家协会的各项工作。
会上表彰了 2018 年度绍兴市领军企业和
2018 年度绍兴市杰出企业家，发布了 2019 绍兴
市百强企业名单。中成控股董事长王永泉荣膺
“2018 年度绍兴市杰出企业家”，浙江中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位列“2019 绍兴市百强企业”榜
单第二位。
会上，盛阅春勉励全市广大企业家，切实
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省“四大”建设和杭
绍甬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等重大叠加机遇用好用
到位，以乘势而为、迎难而上的姿态勇立潮头，
继续发挥好稳增长的主力军和促转型的先行者
作用，全力推动我市早日重返全国城市经济综
合实力“30 强”
。
盛阅春也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服务
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深入开展“三
服务”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加大助企之力，及
时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倍
加关心关爱企业家成长进步，全力营造支持和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勇担社会责任 更好服务客户
深耕上海滩 35 载，获“白玉兰”奖最多

中成被授予“创白玉兰奖杰出单位”
阴通讯员

齐志华

“五个‘一’成就幸福中成”党建品牌全面打响

中成党委获评“新时代先进基层党组织”

9 月 19 日，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
□党建办
奖”创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30 年来，上海市共评选出 3515 项“白玉兰
10 月 10 日上午，绍兴市委“不忘初心、牢
奖”工程，成为上海建设行业的最高荣誉、 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暨“担当作为好干
上海人民心中的金牌。本次大会特向 30 年来
部”
“ 两优一先”表彰会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
在创建白玉兰奖活动中做出杰出贡献的 25 家
书记马卫光出席并作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报告。
单位和 25 名个人授予“创建白玉兰奖杰出单
会议表彰了全市“担当作为好干部”、
绍兴
位”
、“创建白玉兰奖杰出个人”荣誉称号。
市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从在沪
进基层党组织。浙江中成控股集团党委荣获
14000 家施工企业中脱颖而出，在本次大会
“新时代先进基层党组织”
荣誉称号。
上被授予“创建白玉兰奖杰出单位”，企业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中成集团党委始终
一人获评“创建白玉兰奖杰出个人”。据悉， 不忘“做一家稳健型、生态型、创新型的好企
自 1991 年获得浙进沪施工企业第一项白玉兰
业”
的初心，坚持“苦练内功、
稳健为要、
创新发
奖开始，中成建工迄今已创出“白玉兰”奖
展”的工作思路。集团党委带领广大党员干部
106 项，获奖数目位列进沪施工企业首位，
上下齐心、同向发力，实现了基层党委的组织
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优大户。
中成建筑业在四十余年发展中积累的创
优传统、创优经验、创优工艺、
创新技术，凝聚
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心血，
是我们后来者传承创
优的不竭源泉。创优夺杯是中成的法宝，
但真
正意义上光鲜亮丽的荣誉，
更多是源自于中成
用户对中成服务的满意与肯定。
“诚信永恒中，
伟业终有成”
，
中成始终秉持一个真理：
用质量
经营赢得口碑，
征服用户的心。

力、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党员队伍的创新力
全面提升。此前，中成就曾获评“浙江省模范集
体”
、绍兴首批“五星双强”两新组织等多项荣
誉称号。
中成党委通过实施“党建‘五个一’，成
就‘幸福中成’”工程”，即建设一个坚强有
力的组织，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构建
一条共同发展的通道，建设一家受人尊敬的
企业，打造一份健康长寿的事业。立足企业
实际,促进党建与企业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基
本思路和具体实践。打造了属于企业自身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建工作品牌。下一步，中
成将牢记职责和使命，艰苦奋斗，为企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
组织保障。

中成建工获评全国建筑综合实力百强

同时位列中国最佳建筑承包商第 27 位

企业进行综合评分排序，并对部分候选企业
进行实地拜访，从中遴选出 100 家中国建筑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发布
8 月 29 日，中国建筑企业管理协会发布 企业综合实力 100 强企业及 50 家中国 50 家
2019 年 《中国建筑企业综合实力 100 强》 暨 最佳建筑承包商企业。
《中国 50 家最佳建筑承包商》 排行榜。浙江
建筑 业作为 国民 经济的 支柱 产 业， 在
中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列中国建筑企业综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乡 面貌、提 高
阴本报记者
合实力 100 强第 36 位，中国 50 家最佳建筑 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吸 收农村 富
9 月 1 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承包商第 27 位。
余劳 动 力 就业 等 方 面 都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协会发布 2019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其中，
据悉，在本次排名工作中，中国建筑企 作为一家以建筑业为主的多元 化民营 企业
浙江中成控股集团以销售收入 4168570 万元的 业管理协会对超过 6000 家中国建筑施工、勘 集团 ， 中 成多 年 以 来 坚 持 走 设 计、 施 工 、
成绩连续第十七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 强”
。
察设计、工程监理等中国建筑企业进行了数 质量自控、管理一体化的工程 总承包 发展
作为一家建筑多元化企业集团，中成长期 据采集研究，基于对财务分析、行业分析、 之路，深耕业务基地，扎实基础 管理， 同
以来，一直坚守稳健经营的理念，集聚资本， 市场占有率分析确定候选企业，邀请 100 位 时进行主导业务建筑业与关联 业务之 间的
用稳健经营的核心思想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 企业高管、学者及官员对经资格审核符合要 “ 协 同发 展 模 式 ” 创 新 ， 实 行 新 的 战 略 组
展；持续创新，集聚人才，用创新来打造企业 求的企业进行评选，比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合。未来，中成将一如既往聚 焦实业、 做
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快生态型企业建设，集 根据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利润总额、资信 精主业，追求实实在在、有落地 、有内 涵
等级、社会贡献、业主满意度等指标对候选 的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
聚资源，努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阴建工办

中成集团连续第十七年入选

中成热电 5# 炉技改取得圆满成功
阴本报记者
为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对袍江印染化工产业
提升改造需要，全力保障过渡时期热用户的安
全用汽需求。中成热电从大局出发，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更好地践行了服务客户理念。继续
投入近千万资金对设备进行安全环保技术改造。
通过抓管理、求品质，赶进度等全方位多举措
手段，于 10 月下旬如期完成 5# 炉改造工程，
为绿色生产、安全生产提供了坚实保障。
生产要环保
为更好保证过渡期内热用户平稳用汽，公
司自我挖潜，苦练内功，以设备升级改造为手
段，确保生产稳定运行，环保达标排放。此次
5# 炉技改，主要以低氮改造为核心，采用第
三代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更新部分水冷壁材
料，更换除尘器布袋、引风机和电机，升级了
DCS 控制系统。低氮改造完成以后，锅炉的
氮氧化物初始浓度从原来的 300mg/m3 下降到
了 150mg/m3，减排成效几乎提高一倍。再配
合 SNCR 脱硝系统，最后使氮氧化物出口排
放浓度可低于 50mg/m3，完全符合当前国家
最新的超低排放指标，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已名
副其实。
服务讲品质
多年以来，中成热电始终以客户为核心，
贯彻中成集团“为公众的利益提供有价值的服
务和产品”的企业初心和使命，坚守核心价值
观，以诚实与正直努力贴近顾客。让客户在过
渡期仍旧享受到中成的高品质服务，已然成了
行业佳话。本次 5# 炉的技改完成将为广大客
户提供品质更高的蒸汽。公司领导十分重视客
服工作，尤其是供热客户服务中心成立以来，
从客服形象提升，个性化服务，创新工作载
体，加强应收款力度上，下足功夫，客户满意
度逐年上升，品质服务步入标准化、系统化的
新阶段，得到了客户的广泛好评。
合作靠信誉
诚信是立企之本，也是中成的核心价值观
之一。中成热电作为地方公用热电企业，肩负
着周边 230 余家企事业单位热力供应的使命。
一家用户企业的老总这样说道：尽管当前袍江
印染化工企业面临局部调整，但只要热用户有
需求，中成热电的服务团队依然使命必达，一
如既往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