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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领导与集团高级顾问共商集团发展大计

咎由领导 ~$tJl;t低颇 I司共闯品，爱骨化这 31-球崎

;军鹿达华黄帝城小tA搭续热销 集团所属申达联及山川秀美入驻集团办公地



{\&华之多〉以xk.戒官

火'气

董亨长杜永林

{达华之卢 }λ从人』阜E束的 J只t 有两页版面改

且为每丰且一期的企业内岳部p吁H物*
个很大的飞跃.这是集团发展过程中的一件

大事。

达华某团从 1993 年 12 月 31 日成立的
隶属于原国军计委的达非能埠高技本总企司

经过变过、改组后而，直走来的。>'1今年已成立
17 年.集团的北京中达联在询告司今年将迫
在 15 周年的生日.北京达华庄闺房地产开在
企司且山川秀美生在环境工程叶司也有 11
年历史了。成立较晚些的北京达华世纪低嗖

研究院和达华某因本鹿葡萄酒开在企司已焕

在出新的生机，展示了具有扭为是好的在展

远景。一个具有潜力的生机勃勃的集团框提

已经初步形成。值得提醒的是，我们的企业仅

仅是-个开始.仅仅是搭起了一个架于，很 F
地方需要规范化、制度化、甚约化，就像一个

刚会走路的孩于一样.息需培育、且电、给力。

《达华之声}将与集团的成长同步.将与集团

的壮大同步。达华将不住仅把蛙品经济当成

唯一的成果.要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王道酬勤、

诚仿永恒的企止精神。

祠.(边华主卢〉办的越来越好.我们的员

二都来关心她、都未主持他、扶持她.给她投

稿、给她力量。

怠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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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华之，t) 改版息宫

.本f'l 坪论

杜永林 1

』‘白白- 达华.现有等待 程学增玉

闺事友 r也在党组继续同章'警任公司董事长住永体同志为

.公司动态
A..dlll'f....1I⋯....iltUI闸，号

闽东发改委机关刊物 (:l:观经济管理》晕 'l-副主篇 "
视贺在集团北京中达联公司荒草国京金奖 6

"中国纤缎余乙衅产业化发展路线图课趣研克成果是到

委托单位的高度神价 "2011 军第 1期 总第 1期 11 黄帝 Jli..卜'真项目A 姐网开盘销售 7

贵州省博物馆新馆.革 "
低‘英研克院承担的《强节能"-排条件下"十二五"能模规

主

11

划 )i来是顺利通过能源'"评审 将

.'J 主 蝙:骨丽们 i 靳世桂 集闲董事长杜永林是 t广州参加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2010

属 岳。 年年会 9

拉永林 曹丽娟 制仨圈亚 i4华庄周二期五栋已哇 il >t成并在得销售许可证 9

刘 坪 靳址很 吕安慰 4飞集闲喜获人民防空工程哇设监理甲级青磺 9

杨 i又卓 果时远 武 试
此贺琢鹿达华葡萄酒庄园第一批冰酒成功灌筑 10

刘 源 孟 华 陈红艳

武慎之 革 品 主 军
这华集团在琢鹿中华大酒店隆重雄行冰渴品尝菩锵会 '0

李 在 程学增 I~ �� 于草理金融 E项目管理项目品在紧张有房进行 11

得 J，.J各 王连晏 刘丽华 山码，拿山发也有'"贪任公司 3# ，4帕∞.\1W机扭除尘器改

息 ii<强 陶 战
造成功 11

责任辑<<-， 内蒙古京公发也有限贪任公司川、 2梯口00'\1珉.)机扭晗尘

靳址拿走 革 品 嚣改造成功 12

满弘电厂锅妒除尘器改造工级或果显著 12

L海外 ;f，侨，#锅炉除尘器改造项目在得成功 IJ





关于克分调动地方和极性发展农国石油天然 大跨度钢结构监制达到国际水乎 39

气二L业的建议 22 钢结构提升同步控制技术成功应用 39

.行业信息 法国发明战质叶火建筑结构件 39

中国工程沓询协会 2010 年年会会议简介 27 全球风也 15革机容量 2010 年有望达 2佣G\\ 3"

国家在改岳副王佳穆虹在工程咨询协会 国井院南水北调 2011 年争取役费超 600 亿元 411

2010 年年会暨会员代在大会上的讲话 28 3坦国高速铁路里程位居世界革一

全国哇设工程监理会议召开 29 运营速度最高 41'

行业协会改革发展要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 JO 高新技水纤维研发取得重大进展 41

2011 J羊皮，至箭咨询工程师(校青) 国主都扭用 a 一张国综合监管全国土地 41

青格考试内容宜动情况 311 广州亚运场馆钢结构施工幸 )l]ß种新技术 42

中国二位咨询协会新会员管理办法出台 31 调整行政 E 是，1 促进服务经济在展 42

.经济信息 .人才引进

发，t 委低破试主万爱将的入"十二 J瓦蝇如 l 31 北京达华世纪低碳盹积极榕选人才队伍建设 44

闽东发政委详解新兴产业在展革圈 31 .企业文化

发 f先岳牵头成立创技专业委员会 32 〈达华的足迹》系 "1丛书记版 44

工传部采取四大措施椎造工业结构调整 32 沉痛悼幸山西临汾分公司经理李作林同志 46

中国东北 13 市欲建吗鸭绿江经济 E 3.1 在实、诚信、被业的楷模

中国新能源企业海外扩张捉迷 33 $己山西临汾分公司经理李作林 46

国家首批埠 ι 能源示范县名单公布 34 企杜品委派苏 Il 与程学增到医院

2010 年新咽布二时豆渣规一览在 35 看望恪汾分公司经理李作林 48

>l.乡哇设用地增战挂钩试 A量和 ìft:病悼念昌乎分公司经理王节~同志 48

农村土地整治清理检查工作方案公布 35 �困片新闻

河北扣坏地北京建设近 1脱阳公里特区经济困 ]6 集阅领导与集因高级腊月共商集团发展大计封二

天津市新-批 180 个重大项目椎出 集团领导与集团高级顾问共同品尝首批达华冰酒

总役青 2542 亿元 .17 纣二

北京第-禹梳正式付外亮相 39 集团员工庆视首批达华冰酒灌革下线 封三

国内土咀修革 Jt 止有了技术主持 .19 丰富多彩的员 L 活动 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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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理部程学地

大京都如 ;t.(守样持兔〉。

i忌 "1植小的桂事.寓意颇有一

些理剧.不断警示世人:不韭

等待拿￡运之神的鼻翩。要创造

是好的生活、实现人生的曰

怀.不要等待.而晏拉国民永来.

抢品机遇.勇往直前。

十七年的迫华.风风雨

雨、止止坷坷.挂历了元壮垠

咱陆阻。但是."'-们从不等待

永不需耻. $j，.ι一步，都有敢
为人龙、勇于企 l耐的勇气，都

有一脏坚 4不拭、坚定不秽的
决心。迫华没有等待.达华没

有气惜迫华是不有技井'

台湾有一个三度获得会

钟奖的 .L牌制作人。她.名牌

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一

次机，事巧合.她应聘到电此台

一个节"当丁蝙剧。半年后.

在一，"制作节目时.制作人不

扣为叶么吏盹大发雷茸云兑了

句不录 T! ..此之T 。几十个

二作人员会愣在呻儿不如 4
么办.主持人看了看四周.叶

2011 ....第1刷 4丰幸-3F~ι币"

她说下面的扎们自己录

吧!..3 秒钟后.他拿起制作人

.Ic丁的耳机和麦￡风。机会只
有 3 非忡.就这样成就了他虹

怦一明嗣睹的人生奇埠。

人生的梦在前方.而路在

脚下。只要抢品先机.和扭曲

叶.脚踏实地百折不提.永不

屈服.尤峰就在郎豆拿楠现

在那旦，人的命适在自己手中

扭扭.成功夫盹都在乎自己追

求，只攻-自己青努力背付出一

定会有样坦.哪怕是恶劣的耳

境也阻挡不住自己成功的悼

念.谁都如 A凰"梅花香自若寒

来\中国明代的开国皇帝来

4璋就是在"社牛仕"迫个苦

唯的耳'庭中房埠出来的.总是

迫恶劣的耳境却成了他走向

尊性的又梯。同样有多少身在

尊贵主中的人 ..tp tS.到 T 贵国

墙倒、见元葬身之地的怠悖咙

地.所且说一个人命运的崎

耳、事业的成民.不在乎所处

环岖的峙坪.条件的也劣且

是地位的尊卑.而是在乎人品

牛萨利用、把握自己所址的耳

咙.各样选择决定前面的路。

任何耳境与条件都是两面性

的.利用甘 T 它会成为人的安

天阱棉 z 利用不好就是自己的

拌脚石.

轧们的董事长常常用《国

际歌》来此助成们。"从来桩，是

有什么扯世主.也不拿神仙

直府.要创造人类的幸楠.全

靠扎们自己!。他说.当仲挂

历丁拙析.甚至 4斤靡之后.悼

会发现斟揣一片大海任体增

气.一片蓝天任悻飞期 o ~1t】

每一位达华人都要在自己的

工作中创造时机、脚蜡实地、

略步前址。武悻为本.服务为

根.把在们的业务开梧的是宽

些思扭史解址些.工作史努

力些。m.fi.们勤劳的民手和聪

明的智越刮过出更加美好的

明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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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继续同意聘任公司董事长杜永林同志为

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刊物《宏观经济管理》荣誉副主编。

祝贺我集 l有1北京巾达联公司 1荣获闲家金奖
扎集罔北京中达耻仕司

承担监理工程的任务 l000KV

晋习民南荆门特高压立，或试验

示范工程 .2010 年 12 月 15 日

通过国家工程

建设质量奖审

定委员会审

定.荣获 2010

年度国家也质

二租金奖。

I(x)()KV 输电

战路.在美国

日本、拿大利等国进行过挂距

离试验但都未投入商业运

营，骨东南南阳制门特高压

交坑试验示范工程是世界上

第一条投入商业适营的

1{)(X)K V 输电战路。国家也质

工程奖于 1981年创立嘈共有

45个L 程项目获得金奖其中
电力工程仅有 5 个。

(中达耻供销}

"巾l玛纤维京乙丙手产业化发展路线阳"
i果国研究成果受剑委任'在位的尚皮 i'l<价

6

2010 年 8 月 28 日.国家

发，~委中国可再生能源现模

也发展咽日办合宜在达华集

团会议室召开审定会.验收北

京迫华世妃低蝇研克院承担

的"中国吁雄余乙醇产业化发

展且战国飞来题研究成果口

中国可再生也埠蝇模化

发展项目办叶玄用风起主任‘

罗志宏副主任和国家粮食局

顿导、中性集团科学研克陡峭

导、中植集团生也能源部明

导、中国石油集罔科技部崎

导、国家发，~委皑源研究所可

再生能源专家、中丹项目办可

再生能源专家、斗'科院过程所

杜拉、上海众伟生也有限企司

董事长、国家性食局科学研克

院研究员等本咽战十多个顿

导 Jl.专京受遭到会参加审定。

Jt京边华世纪低吨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纤雄素乙

畔产止他发展路或围课题姐

姐长杜永体首先此坷。北京达

华世妃低础研克院客座研究

员、中国丹雄素乙畔产业化发

~略战国￡来越盖亚副主旦长ω 留美

学者、高纽工程师张金源向会

议报告了国内叶纤维余乙畔

产业化发展调查报告、中国

纤堆索乙醇产业化发展研究

报告\中国纤蜡余乙醇产业

也发展略战圆'三甜报告。

与会专家在 4 才f云仓、许4义刮来

题三个扭舍时认为..调查报

告"叶当前国内叶纤锥余乙畔

技术工艺研友的皿收和趋势

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叶纤堆素

乙辟的地位、坦排性、资源保

却 JI 年第"俩位 ι-'F-""- 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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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性和政府政革进行了拓叶

性研究，调查资料详实.具有

一定深度叶扎国纤雄余乙畔

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研究报告对吁地余

乙畔的技术成斟性、坦济性、

戚本、资源保障发展政革等

方面进行了系蝇的探讨.在研

克式国叶雄索乙峙发展现拉

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吁

雄余乙醇是扎国应叶气候变

化、推动组济特型的战略行

为.是替代石油的有赴边排主

一和纤雄命乙畔产业化处于

:需要政府有力支持的关键时

期等站情.叶轧国纤雄素乙醇

产业化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

义。略战国"叶获国纤雄 Ac 乙
畔产业化的 7背景进行了设定

和描过对实 5见略战圆的不确

定性和风险进行了件估，提出

了一些有什叶性的建议。由三

个报告组成的谭题研究成果

资料丰富、扯据详实、思路清

BEESd
是.具有技高的学术水平所

提政革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叶

与坦国十二五"能源且如 l具有
参考价值。

专家们在验收通过课题

研究成果后.建议 τ来越组叶三

个报告分别进行整合.重是分

析技术性和组济性形成思路

是加清断、内容史和柑埠现

是史加鲜明的报告。

(北京达华世纪低础研克

盹供销

黄帝城小镇项 UA 绢1I才i开缸销售

2010 年 10 月 10 日本午

10 时是个好时在.位于京西埠

鹿的 Z支柱别墅黄帝地小镇在

鞭炮卢中正式开盘销售.当天

且崎来丁百余位内外嘉宾 J见

崎认购几十套别墅.销售形势

在人.随着小性会所、温泉、商

萄酒庄、景现等设艳的不断在

善.升值空间即可预见。目前

开发的植棉产品是到客户的

热掉 .A 姐回也销售将近过
半。现在的成立均卅己边 f'J
6阴阳/千米。黄帝城小姐是一个

空气清甜耳境优美的植棉项

目。斟一抨自酷的葡萄美酒，

楠黄色的吧台何克下.洒庄会

所让人们早情感受回国生活

的革命t恒意.生命在于远动

健康源于快乐高尔夫蜡习崎

上捍待着埠杆元分展示风度

与潇洒.人住〈黄帝成小慎>.

在品于自己的邮片土地上发

挥着扭象本岳灿烂的阳光.

呼咀清爽的空气体挂耕耘的

快乐.感圭采捕的在他..欢

迎各养人士前来参现选购 o

(房地产供稿]

2011年第"俩位 ι 珩t 二-:J'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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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博物俯断俯览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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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达华集!到代建的贵州

省博物馆甜馆奠基仪式于 10

月 30 日在贵阳市金阳甜区

隆重拳行。

省委副书记、省长起龙

志委托副省长谢庆生出席省

博物馆甜甜嚼目奠基仪式.

并叶项目开工农示札贺.向

参与和支持省博物何新馆建

设的同志们农示慰问。省委

常委、省委宣恃部部长璀酷

琴.有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店

世礼出席奠基但式。

话酷琴宣布省博物悻新

馆建设升玉。南庆生在讲话

中说.省博物馆新馆是扎省

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省委、

省政府十分重视叶省博物

馆新馆现如 l迫址‘布局说叶、

投资蝇幢等多次进行研究。

达华集团董事长歉忌挂理杜

水排代农代 4人、设计及各
参建单位讲话认真履行职

责，"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建

设二作'。

珩悻地址位于贵阳市金

阳耐区行政中心吨山告国北

侧.甜甜北接电宾路.南部和

西部临吨山湖水碎.东侧为

...市埠也山体.总占地面和

52838.8 乎方米，总投资

42338 万 ι. 建吐工剧为三

J年.叶戈'1于 2013 年歧工。

(结合办供稿}

1民碳研究院承担 If~J(强 17能减~I~制'1干

8

2010 年口月 9 日上午 9

时.由北京达华世纪低嗖研克

盹院长助理曹丽也 .j ，1氏岐院副

柑书长、首席研究员渠时远.

研克员使云飞、如，).i五广也攀

组成的汇报团 F人.赴国家能源

局进行《强节能战排条件下

"十二豆"能源盹划〉课题汇

报.此τ}泉蝠;;，国家能源局发展

盹给l司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受
到了来自各界的关埠。

扎盹于今年年相承接此

理题.历时近一年时间完成此

理题.其中提束了戏院名誉院

长、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房

雄中同志低唱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杜永件同志的心血.结合

了全体研究员的智址。房主任

亲自参与埠题研究，谭题主要

忠峰是在品结"十-....能源

址划执行情吨的基础主，研究

了我国能源供需乎曲面临的

挑战和主要蛙验教训 1.设叶了
强节能战排条件下我国..十二

...能源且划的多种方案并

进行了方案比桂研究和能源

地划椎荐方案的可行性研克.

根据研究站来.提出了制定和

实抱强节能条件下"十二五

能源地划的同样、措艳.供国

东盹源局有关咽导制定十二

豆1且源跑运 '1参考
渠时 i&研克员向坪审扭

汇报农民的研究成果.件审扭

专家一致认为研究报告乾骨

地完成了国拿能源局战时司

川 1年第忡忡 ι.<F-'" 一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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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的课题要求.叶实现在国

温室气体排社同样、保障盹猾

安全、加快坦济增长方式特交

和保护耳境具有壶要意义 o 研

究报告目梓明确.论证合理.

结论正确实施建议具有实际

意义。专京评审姐一蛙同意通

过项目评审，并哇议将此报告

SEES-
中的主要蜡佳作为国家能报

局制定十二五"能源且划的

重要参考资料。

(低唱院供楠}

集 IJtI董事民性永林赴广州
参加 /1/1 国工程咨询协会 2010年年会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国 CL程咨询协会 2010
年年会在广州市召开此在年

会的主题是:贯何苏实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工程咨询业

2010-2015年发展现戈 '1桐要>.
充分发挥工程咨询业在科学

发展中的先导作用。

达华集罔董事长、中国工

程在询协会副告长杜水排同

志参加了此，欠年会.参与讨论

了中夺协会协助国家发展改

革盎起孚的《工程咨询管理条

例(讨论椅。、《工程谷询服务

收费标准〈全过程收费相步框

架沙、(FlIlIC 工程师培训和认

证管理办法》示 J(FIDIC 工程师

认证指南》等童安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蜻虹和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

小丹亲临开幕式并做重要讲

话.国东有关部委咽导出席会

议。同时亚叫开发扭什官员

韩国香港和台湾等协会的代

农也参加了此止会议。本止会

议正式宣布由 FIDIC 执委会

和中国政府批准的全埠唯一

的 FIJ>IC 工程师培训和认证

试>在中国启动。

(结合办供稿}

达华 112田二则五栋己也设完成并获得销售许可 iîE
达华庄园住于北京昌平

北七京惜之间峰。地理位置优

越.紧临机崎二高速和京永高

速。，也部，显榆坷.北天拙特的自

乡朵也势成为最大的卖点。搜达

华�住云庄园一期 75 棉 ;ll'I~

营企 l引进埠榆河水系建在水

系中.其中.就有特色的就是坦

人每尸别墅的主要蓝水域的木

战桥，人人各种环境与细节的安

排不难看出，迫华庄罔让您远

离城市的喧嚣址下是惫的身

扭.静静的必是大自醋的美好。

边华庄园二剧五林 "1 安于
2010 年 12 月底建设完成.并
于 2010 午 '2 月 12 日取得 T
销售许可证.王且正在热销中。

(房地产供稿)

2010 年 12 月 20 日我集团在获人民阵主工
程建设监理甲且资质。

人民..向 I "/ tt 吟'且"tl' t.)

\U 10ft ‘f，': flí. ilE I~
...句.."，..，-明⋯'"ttll' 1'>"‘.

• .ll.I9.'~. 1\在虞..

2UIl 年第 1期《丰毒--'庐，ι。声 P

⋯，.哈例1，~lnl"-;画.，，'飞，

恻川，~..""Il"
"，.、飞UJ.1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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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诞 1彪达华甜甜 j~，~J EI司第一批冰 j~可成功 Wi装

枉过，生月的融制第一批注华

葡萄酒庄园生产的，水酒于 '2月
24 日成功，雀筑下战.集闭目 L 弃

来&司品都共品仕酒.此贺成功'

l棉合办惧蛐}

达华能 l-i-j:/J:1系1赵 111华大峭的
l路 -EPitft冰训，1J，尝答谢会

10

2010 Jf- 12 月 25 日圣

诞之际.i在华集闹举行，水酒

品尝答谢会.国京发改委办

公厅主任师袋幢.张家口市

副市长椅 .L成张家口市发

政委主任三世克、河北省埠

-'1.公县套书记王且县长盹
肉等幅导应退出席答谢会.

答谢会由集回副总担

理黄 '1坪主持.j民间董事长杜

永林先生首先鼓吹迎词.埠

-'1.'" 华酒庄的技术品监、加
拿大籍华人袋各华女士讲

解革，西的特色及生产二~<;.

j系鹿且华房地产企司刷品

坦理 ~I源向与会咽导 ~C掘

了达华集!司在 i~鹿投资以

来取悍的成柑~^ J.，l ;)]i啄且

抖的坦讲过世伞. ''''市发展

所作的责拙。师袋耀主任、

崎 .L.飞副市长、晖向县长分
"1此峙.时埠华集闸的第一

批扉 iL!li 成功增镜下战扎，表

乱~r.叶边华集团为革鹿县
的坦济发展所作的霄献农

示感谢.并希望达 1扣集团能

再峰再励争取利用本地区

的简 a'j 制成一坑品质的冰
洒响往血是乃至世界各地。

答谢会/，;.所有来赛前

往 it 命战斗、蛐事吨巳
{姑合办供稿}

'"四月四阳...候，睛'碗口膊'口而航向自

挺惕玉优先安在为国稼"..壶，"，，1).公厅主任的管'钱$

2011J平暴"胸 t且L 共F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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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家慨:金融15(项 1:11主二月1项 ~I .E:(E紧张三 (fJy.进行

2010 年底集 I~与特嗣后
址工程项目，房询告司耻#体

中样天津填海耐且于东 f是金

融区起步区齿地，是哺 N 管理

服务四件段 (03-16.03-21 地

址及地下立间〉项目 .JL 挂资
咽近 21 亿 it.. 其中 03-16 地
，是246 米高.地上 54 层地下
二届.总哇筑面和 1918504"'
方米 ;03-21 地，是160 术高.地
上 34 层.地下二层. .~.J.t 筑面
和川 8492 乎方米.

于拿堡金融区是演海街

区咿心商务商业区的重将姐

"鼠'是.曲和 3.86乎方企豆，
盹划品应坑曲和 950 万乎方
米.含 120 个地地 .ff. 西南三

曲耳水.主要功能是市场合

桃、地代金融、侍盹金融、批育

培训、商止商住。金融区叶戈 '1

m 10 年左右的时间.开发哇

设成为全国咽允、国际一址、

功盹克善、服务健全的金融改

革制曲基地。

与集罔合作的特的店进

.L程项目咨询合司是世界咽

元的国际化哇且管理咨询公

司.总部设在美国利兹.豆今

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全埠各

地设立了 50 个办事处.共

1750 名员 .L.具有充足的人力
资源.可以在世界各地执行任

何地模和且祟性的任务。自

1996 年起.特的店进&司机开

挂在中国次展业务.皿已在上

海.北京和天津吐立 T 办企

室。

集罔叶地项目非常重视

扭过了此务盹 11 究出和明日

坦崎丰富的专业 I萄队.准备扭

擅项目打埠成代 .f<.;Ji 华革高
水争的"柑品二租"。钱豆目

前.谊明目正在紧 I~有碎的址

什中.管理团，人在质量方面严

格把关.切实习 ç~能甘安全管
理并让意保持好森节前后民

二队伍的也在性.时二程中出

哑的设计与址术、整体协调、

商务万食等问题正在一 -f;事

实解决。

(棉合办供稿}

II"jJlj峙 111发也有限责任公司
3# 、4#600MW 机组 I除尘器改应成功

情札扭峙尘盐~ Il，J.在北京

中盹耳啤工住仕司吐计.应 JII

耳链反吹机构.此机构得在大

量吐叶蝇 l'<~.自投i屋后便发生

2011牟第 1翩 ιd>.-乓Fi_?1

丁"高风华高磨掘卡，且严重、

清灰能力屑等问题.系且阻力

筑高达 27{阳多 I'a. 难于保证

机姐稳定远行 a

兼并北京叶'他耳境工程

公司后.山川秀美仕司桂术人

员叶，λ 拉应 JII反吹袋式陪尘

嘀叫进行考察.总姑了山东.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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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电厂、山西阳尤发 7 月 6 日停护晶二 .8 月
电 r"f 回特反吹箱是式晗 5 日 :Jt..x.批埠。
尘荡的成功坦睡. 多，欠 4-'1"机妞于 2010 年 � ~ì;"'''''' �
提出持，拿山也 f 耳链札 8 月 13 曰恃炉施工 .9
构改造为时特定性反吐 ~l 15 日 :Jt..x.投埠。
机构。 1t埠豆今.耐 A在蝇 的

2010 年 4 月份湛且 追什喝足.密会可 1t. 悻
电厂国特反吹袋式陪尘 证 T 桂峙的?骨灰提果。 �
嚣的成功牵线埠.史大大 当前系盹 iii行阻力 �
增强 T 漳山也 f 和山川 在 8∞-12{Xll'A. 排社班 �
秀是叶司叶于此，欠改造 度为 12111wNm3" ， '
成功的惜.~0 {山川秀关 {I号稿} .=r'1'5=="1:='-;;;;;;画 回~I; "咱

3 号机扭于 2010 年

内蒙山-zk奋发也有限责任公司 I
1#、2#(300MW)机刽LI徐 ~I~:f苛政 iSys览。J

1 、

原机姐应 m 耳链式反吹机
构.谊机扭址远后暴露出描风

牟高.磨捕卡涩严重. .青A 能

力剧等问蝠，系眈阻力最高达

2700 多 1、.为4求
证率几 9且毛~，ζii:. H .

厂拿不得不疗'幸

路 iii行.即不能悻

证排此赴牟同时

还造成引风机叶

轮摩损严重。

，拿山'M 同&是i毒
后.且京察也 f 研

克山山川寿关企司将原过备

改造为 1奇特定位反吹机构

2# 机姐 2010.J 孕 10 月 15 日
恃炉， 11 Jl 10 日电工。
川机扭 2010 年川月 25 日

停妒 .12 月 20 日元二
，t选后系蝇远行鸪之.安全

可靠.远行阻力在制川

J200Pü. 排放班度控制在

151l1wNm3 ，，:.(下。

{山川秀美 4典鸪)

iHi[Il!.J -锅炉l东尘器改造 Xf' ，~放果缸片:

12

2010 年山川秀美生态环
境工程有限告司承担了湛江

也为有限告司 2# 机组锅炉的

四也崎崎也陪尘器改造为很

式陪尘器的 .x.程。为 T 解 2#

机扭袋式陪尘怒的陪尘盹衣

皿"'"鹏1期 ι过'--'/岳.>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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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牟.特委托中国耳境科学研

克院叶一期的 1得静电陪尘

磊、2# 袋式除尘器进行陪尘脏

衣蝇牟酬试。

袋式晗尘器''"造后.每2乎

可战排烟尘 299818 吨.战排

呆。177 吨 g 比静电陪尘混多

战排拙阳剧性物 1209 吨.多

-ZBEEF-
搞起排衣 0.03 吨。

(山川秀美供楠}

.. .�

1:报t夕卜，句 ffll# 饵喝勿、l综些 I~苦苦 i攻m.r!i! 1，11JH 寻h呈现1
土埠外 J禹E岛2 桥发电有 F限鼻企

司 1# 锅炉峙尘 2罢骂 F吐ξ追工程首

，在欠埠y川刑1) 丁#农飞岳司τ吐支叶到伽制如削l追的
4槽羹崎式抒啃吹式长袋低压昨

冲袋 A附尘拯
妥放<，牟华高.清A灰足扯采甘、 i埠ξ 什 F阻3儿1

力 f低氏、桂悖#雄食护方f佳￡、耗气量

小、可 11:靠性禹、拉 4伽制如时l水乎高. ..r
实 I见元人值守等特!!.0

谙此埠'须同已通过上海

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告司

删试.性能桂制各项指排全部

边样出口烟尘埠

成为 13.2mWl\'1lI1•

远低于国怀蝇定

的参斗 U:. 50mw;X III屯。

目前.中国耳桂科

学研究院己制试

在毕.主海耳'先监

制中旧的措制二

作正在和扭筹备中。

{山川聋羡惧鸪}

达华 !IS1列北京 11'达眠济 i{tl{j限公司 2010 年度工作取得骄人业销
2010 "J'.;l二T乍哇~i且圆 ;;l霄窍旱且在

却 11-'!-1})6 日至 8 日，

达华集 I~此求中边耻杏由有

限在司 2010 年度工作会证在

迫华庄周隆重召开。告司董事

长杜永样合司副董事长兼品

坦理吕寄慰、企司副董事长张

皿".�-暴 1期 4丰在 -3F~ι，一"

吃掉.告司董亨兼副总坦理于

协 "1. 叶品1副总结理兼山川寿
是耳址二租告司总坦坦持证

尔等咽夺、以及各项目部二十

多位总监副总监、叶司总部 L

作人员共四十多人出席了会

，这。
常务副总坦理马明才代

农告司坦管班子叶 2010 年二

作址什了全面迅站，充分肯之

了岳司所取悍的成晴.指出奋

司超幅在成了董事会 ��1定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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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牟监理合同民样，心句自
管项目实跑向曲式增长.川在

建的延期项目和合同外喃自

为主歧和槌与业主沟通，大量

追加哇，钢费用和合同叶服务

费用。佳句 20)0 年强化内部
管理.应叶叶.~ J" 岐的坦营形
势及时出台了 2010 版《分仕
司、项目 4l'管理址 :ζ).采取和

扭描抱有蝇地拮命 '1皿崎人员

成本加强拖工现崎安全管

理，把 4告会作为第一要务取

碍了中电建悼睛发的 (2009 年
度全国也力 Jt吐也秀监理企
业).北京市监理忡会睛发的

(2008-2()()l)年度饨秀监理单
位》中也 Jt协晴发的《企业估
)Ij等姐 :\AA 证书).制门

1阳的k，变也站 ;L.程仪吁国家
也质二租金庸奖"等袋誉称

号.吕安慰主水持等同品获

得了他秀管理者、比秀品监理

;L.租押等林号.大大提高了叶

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皮.岳

司在 2010 年配合集田上市做

T 基础且作.迫崛帚 '1通过 T 质
量、耳境、安全职业健康二掉

一体的内外审查飞公司 2011 年
的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市崎开

发能力、提高在建项目的踵'营

企讯、提高人员余柿、进一步

加强管理、调动全体人员的和

扭性。力争在 2011 牟取得史
大的成睛。

为 T 提禹会性髓果.本，大

年会主前.叶司分别与分昼司

边一地进行丁雇迪和沟通.认

真听取了分叶司的 ;L.悻汇扭.

叶分昼司所取得的成蜻蜡予

了充分的肯定.并叶分仕司的

管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根据

分叶司不同的情吨进行了具

体指导。

董事长杜，)<.掉在讲话中叶

中达联岳司在 2010 年取得的
成晴表示抽烈的此 11' 认为中

迫耻发展后时根足.精力很

大.要求发展和蝇过分企司和

植立项目郁的管理二作。拉总

详阳分析了当前扎国能操拉

，凡和节能战排咱势提出中 i在

联要解社思扭.拓宽发展忠

碍，在采余低唱他埠的耐拉木.

曲方浩.要在农同 1l迪、电叫

哇址、新能源应是世� i系鹿且也、

呼市且随发电项目 J二 4也有耐

吏破。同时和扭捏索交钥匙的

项目管理工程。

中达耻 2010 -+Jf- 会.;1.叶
司站在街起哉.埠址 .'1，断发展的

一，大重要会议在咽导的是怦

和全体同志的共同，苦力下会

议开碍批成功. ....们相惜通

过认真总结蛙瞌.行动学刁.

主埠互动.提升余横.过 !.I刽
队的战斗力提戴力会得到址

一步提高同时董事长和 AL 坦
理的宣要指示.使大掌址一步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柿情

心倍增。通过二叉的会议盹

一了全体同辜的忠扭和意志

为中迫耻 2011 年的工作走土
一层梅打下 T 坚实的基础

{中边耻供楠}

盐罪'固立草电乒醺啻匍有限公~茸震主作盎议

..，

q f t'，'-~.�! !. t ，.:!e .•.
匾，飞·.JTm1

仙♂'?!tfm
SJ 哩

一-何在主E孟a 孟E边'"队、奇怪.也势理、号妖笔头"、文"'"'秘岭、弓二"时画，、E主雪去
把豆、斗'工理之-f'" ~s挺罗巨槌奏、何~'"之窍主、....月'"、王三万ζ贯主、陋.""矗E、..萝苞
事L、鑫运毯霍

2011年暴 '''1丰ι.5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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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i左眼年会 Jm 均fiJII" 两台一"形式放*好
为 T 提高 JR.崎总监们的

业务水乎....助他们早快成

长.午会斟间的一项重晏内容

是根据在监理工作中遇到的

难 P...选择T 如何搞好调试监
理工作和如何圆满 tJi飞资料

归柑 L 作的典型寰例.迫行 T

为期二天的培训活动.引入了

由英国忠扭'之瑞文岛倡导并

在华 lliJ •中根等单位有非常成

功实战的行动学习"培训。由

"1 品坦理 .I..大男做了引导发

古.伍也泉总监结合国华宁东

也f 的调试监理工作、电槌副

哇.监站合乎草也 f 的资料归

档L 作阻了典型发言.并开展

T 豆动立埠现崎学习气 >l.J;，
吼.针叶性强.取得丁椎骨的

姓来。

品坦理吕安慰自始至掉

在民加了..行动学习史乱互动

并做 T 多，人即席发言.他以亲

身挂历叶总监们址什 T 埠埠

杜导.并且在年会的闸篡会

.L.. 叶进一步加强资料管理
监理蝇圳的制定 -4 监自身的
学习、敬业、钻研和品监的成

长.址一步加强监理明白郁的

管理和哇吐. l--:.l. l1..树立公司良

峙的品牌和市忽迫 J.今粤十
月份中迫耻成立十五 1'J牟等
二忡忡了重姿讲话。

( '1' i4 耻惧稿}

jJi 华 ml 注12010 年内级顾问会 I!ollií战推行
边华集!到2010 .t'f- iIi且刷

问会议于 20川年 1 月 16 日在

惶基中心会讯室暴行.高阻剧

间房雄‘P 、余健明 ..I..武址、川]
小造.闻风起.却~i~'乎崎导参

加 T 会证.集罔董事长策在挂

理杜水昨先生、常务副总挂理

曹丽娟女士及集阳告司副总担

理、山川秀美舍总司1民吨院有关
咽导和部分员 ;L出席了会议。

会主.杜总 a:掘了 2010 年
集用工作峙，几.高且剧问们叶

达华所取得的成晴表示此如

房掉中等 1苟且刷问他 T.~宣安讲
话。时集用的发展方向提出丁

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1 月 17 日.杜总亲自主持

召开会议.研克部署了落实高

且周问会精神的具体措晶。

{棉合办供楠}

2010 年应能圳工作总结合反析和联欢会
2010 年 1 月 21 日.集闭

在边华应圄召开了年底工作

总站陆及新春耻吹会.副总坦

ZOIl lf-荔 1 ••(丰ι3F.ì-?)

理叫拌主持大会在忌蜡会

主.集团'常务副总且理曾丽娟

女士叶集罔 2010 年度工作做

T 全面的邑姑叶业蜻突出的
个人陪于农持。换 I~董事长徐

品坦理性，..件发农讲话.指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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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边华集团的业蜻有四

大亮 ι 一是中边耻袋貌也 Jfi

工程金质奖二是单个合同咽

最大的〈天津于拿堡金融区}项

目管理唱团中样.二是低咂盹

承担的十二五节能战排地划

中 .L晏抽样植国东随时采嗣 z

四是布绩是陪尘湛且项目获成

功。同时趾励员 L 和扭向 .t.努

力工作.争取 2011 年各项工作

例 m，剧川、，

再上一层梅.此外集团副总坦

理嗣仁国亚、靳世融、山川寿是

总挂理拇江东、中迫耻副总蛙

理马明才、达华房地产副层坦

理'求长安、华加总坦理武试部

分别叶耐一年的工作提出了甜

的目排和要求

总结会后集国员工次庆

耐年.虹虹的植字七 4彤的气阜

盹衬着员工脸上的笑翩.欢乐

#和.在联欢会上. 11 .L们展示

才艺才华.唱歌、睛成语、诗朗

诵气氛...庆拙闸，联欢会在芷

声中姑求。

(黯合办惧鸭}

悠闲 {or-会议研究 ì~i~将
2011 年山地产发 1M析与对 if

2011 年 2，J 15 日集 I~董

事长杜水悴召开丁碍内首，义

房地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

人员有集团叶司 &'l~.坦理及

房地产佳句金体人员.董事长

首先时近期房地产 .L作址拧

了部署具体提出八唱宣要二

作第一是将扭闸的 50 古地

的使用落实.，)跑'是第二是 !f.

实 H.C.HY 区内，勾旦土地的

征收工作.第二是尽快做出会

晴和酒厂的艳王国第四是做

出小区主人口的姓来回 z 第五

;t.!f. 实，、区的持水.电、周样

雄也等各 z员工作-第六是今年

，导向南开工建设 30 悻; :l"-"
是 IfJ 4tlo至少要打三口水井; 1在
八是由房地产告司拿出具体

的销售计划书。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要求

告司全体员工要认真贯彻 2事

实杜总指示精神，品姑坦验

制定措施明喃目排.贪性别

人团结一且完成 2011 ;平房

地产各明 L 作任务。

i'各地产棋楠}

f民础研究院召开会议研究部冉 2011 年工作

16

2011 牟 2 月 '8 日土午.低

咂院全体人员就 2011 年工作

安排向集用咽导进行 T 汇拙。
会上娘时边剧性书长介招

了节能在排咨询部 2011 -'f--.L

作目梓

...乎与"五省人市"发政

会有关部门耻，民.~良与武..省

市幌氧'1与节能排准伽 l 之.做骨

集田咽导寄排的 .Ii. 布八市唱

忡址，畏，在预制工作.

2拓展节盹坪估咨询项目.

4 月份举办培训班.开拓市崎.

永来从节能叶估咨询拓展成为

低硬件估咨询 ι

3蛙结与东鼠，气牟「耻掉-

9惶蜻进行酒气 a气牟项目的眼

I:t 0

2011年第 1期 (.l;卓-.$萨，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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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发政委等有关部门加

强联系争取在 20川年存到巳成
几个部委组的研克项目。

5.2011 年底扭扭撰写一本

低嘎论文集。

6 做好各省市低硬阻分院

的管理工作。

字占五副扯书长介坦丁杜

会事业咨询部 20 I I 年工作日

U:.

1 叶 2010 年承品的课跑拮

题，地护与拄贵北京等项目单

位的关系.蛙蜡承揽社会事业、

社会福利等顿域的相关课题。

2 立足社会事业咨询项目.

同时向其他咽域拓展业务。

3 租扭参加低崎院 2010 牟

提出的哇预算研究课题。

4队和扭响应集团辅导的指

示.开展能埠战排方面的社会

调查项目。

5蛙蜡开办达华论坛开展

集团内部的学习、社育、培训。

的仁围亚院长助理介细了

区域且戈 '1中心 2011 年工作方

向与目标:

l 加强与各地方政府的耻

系.一方面开拓低吨明域的项

目.一方面开拓地万区域且削

方面的项目。

2 目前峙 Ji.;街[八市之外.还

有报多地方政府扭成为耐增的

才氏嗖王式点乡也区.，[[i主方面 è.Æ.
一块市崎.需要抓住。

3 完善集团咽导部署的低

岐院班励制度.调动低吱院工

2011刊 1期阳ι-'F .L •.-J" !

作人员的积扭性。

在听取低破院 2011 年工

作安排之后.各位集罔咽导 ilt

T 才旨苦苦。

杜永林常务副院长就 2011

年低吨 E完工作方向做出指示:

2011-'1- 低哇院要和扭扩大社会

影响.扩大知名度.创建低哇院

品牌 z 和扭参与日本煤炭样会

与中也联合作非广电广设备 iJ、

断、燃煤也厂节盹改造，与中国

环皑科学院开展业务叶接.加

快秸杆，台气等工作安排.制定

会t"岐，!卡址 S民蹄子负精 'I "j泉是远'厅克

万案从各行业人手做好吨排

技研究摸清国内哇排社叶，几

发布全国战市唱排址扯据.克

从 1二省八市小范罔、小区域

做起.边步扩大到全国主要城

市.和扭筹备上海低吨技术产

业与装备国际博览会和中日节

能战排论坛.争取筹建国际低

磊夜思是"-。另 9卡.丰J:...tt ，...j童子牛- ，尽二 i民

克善实施低嗖阻敢励机制 .1';.(

抽动低嗖院发展扩大。

咛丽岳~í院长助理要求低吼

院在 2011 年建立一套适应低

咣院自身发展的行政管理体

系克总考勤、大事妃要简讯、

会证字方面的行政管理制度。

靳敬敬副总坦理讲到，低

嗤院为年轻人搭建了一个很好

的友展乎台.年桂人的成长除

了要有目梓之外.还常委有一

个好的管理机制.安职责明确，

要进行蜻址考陆有奖有罚.从

dFEESd
制度上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

4字。

在汇报会丰，盹咽导明确

T低哇院的姐担架构分工

臣'头蝇戈'1中心负责人:纳

仁围亚院长助理

中丹项目办负责 A.，曹丽
蜻院长助理.

节能战排咨询部负责人

渠时边副祉书长 z

国际合作都负责人周岳

鑫副秘书长.

社会事业咨询部由责人:

李占五副祉书长。

2011 年 2 月 18 日下午.由

渠时远副秘书长主持就落实低

吼院 201 )年工作进行了具体

安排。

l 会议对低唱院科研工作

管理办班.敢励机制展开讨论.

由李占 Ji.副和书长起草方案.

报集团崎导审批。

2."2011 上，每低嗖拄术产

业与装备国际博览会相关事

宜.由周岳鑫副和书长负责。

3."co2 排址，民路坪估"课

题研究.由白吏博士负贪埠题

方案设计.做好课题研究必要

性 J来越研究范围、研究方浩等

前期论证工作.并尽快报杜品

审定。

4 中日能源战排研讨会..

由卒岳员责提立会议方案。

5 低唱院行政事务由李瑞

负责.要早快建立行政管理办

法负责大事妃奏、工作通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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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站报道史晰.考勤、情恒、会最后大京一曼先认为要和人 1l川万 ι 的目峙。
证记录等方面的 L 件。扭努力.争取第二成 2011 年收 I i氏喃盹供鸪)

把握H."附会"前i机
3 月 14 日.杜永件董事长

在听取北京分公司 iI:掘时.讲

到。悻们过几率分企司在 2010

年取碍了根峙的成晴。应克分

肯定.但还要根叶的扭扭住

201 I 卑�两会(人大.且协)陪

夜们带来的四方面商机。

一是"十二五"嘲间用于水

利建设的投资 4 万亿的嘀曰:

二是每年建 1()()()万公悻

障性住房喃 Ð ，
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共战挂济发展项目

四是民生工程社会告共

事业、坤水处理且"'-处理、节

能战排等项目势力升拓市崎

争取在甜的一牟旦.各项业务

有制的进展.再 J匕耐台阶

{棉合办供稿)

达华能 l列佳玉立公司领导与分公司联系点制度
为配合企司整体主市.加强分企司管理.了

解和掌捉分企司发展中停在的困难和问题.销

时分公司发展壮大姐告司咽导研究决定人人

2011 年 3 凡份起建立合司咽导与分合司耻，串的

制度。

{蜡合办快楠}

2011 年ml刻公司总部将实行销放考核制度
为丁加强管理同时现尉各部门及员工的二

作和坦性和赴"'.姐告司咽导研究决定自

2011 年起在集阔叶司品都实行史加切实有被

的蜻蛙考植制度.由制度的实施是集阳公司向

随范化、科学位管理迫出的重 4一步
{蜡合办供楠}

JJII1虽 \I.'IJ11t延!W:
嘉团将陆续出台系列制 a..

为丁加强管理.集团崎导决定将陆蜡出台

和朴龙克总相关管理制度.具体制度有�集团崎

导耻系也制度、合同管理制成、分支机构财务管

理制度.分主机构晴金管理制度、分支机构人.

宫'理制度等。

(陪合办供鸪}

达华能 l:tl为 i1"i，茧jfi ，l;元前亚洲根内 m~机构

18

为了支叶的适应市崎需

要.坦集罔崎导，是在 .2011 年

重甜叶集团内."扭扭机构进

什调蟹。

职能部门=悻合办公室

时务部、 4、工程师办告主分
叶司管理部、稽查与发展办仕

室、招标卸工程埠价部.

事业部门， J.. 民建项目

郁、农排水项目部、工程杳询

部、节他战排谷询部、社会事

业咨询部、且'戎蝇划中心

{姑合办供楠}

2011年第 1刷 4在古-~~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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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项目管理

于家 927金融 I又起 WIS(
03-16 、03-21

!t!!..JjU生地下空 litJ ~J: f'.\
.rwli管理

教育部 Wl学服务巾心办
公楼装修工 f'M页 I二I管理

口咨询业务

2011 年 1-3 月共签订咨询合同的个。

口监理业务

2011 年 1-3 月共签订监理合同 62 个.投资翻过44 {乙ι 。重是工程

.J1rJil1J6.

".怕抖技(r，ff.II) 曹妃 fnJ有限公司二期工程

建造 1憾。ω库房〈双层只 "α 到0'1'
米)，2际组件广房〈双层只 "αlO 事米)，20
条组牛牛笠产线;电池片笠产空军因 2 你".层兴

'6&>0罕米 ).8祭全澄口电池片空产线，鲁智富
-栋，苞苔慢三砸!研发'"山栋远东处理「

应'"仙变电筒座，空约陷座. ..肘
2011军照完工.

2011牟第 1期<<�.ids--平岳2ι-~ 声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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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脑网ift唆纤维 1'f1:U公司Di!!lJ 扩佳 E:Ft

回IJlJ目缸 'f江亦省南通市机结东路
由自白酒酷'"纤继离限公町役资建设，IJlJ" 忌
建筑由职 4 启立在乃米.

川~tl"l华注:洲电 J •3 巳.}机A 级检修
单台一台 6<X)MW 的 A 坦桂悖。

r 1:，}j;三1王 11反热也 1i限公司 2X280t/h+4X520t/h
锅炉发电机到 I公共 m热 '1'心.:f'.~

2 台 2.5 万 4 台 5 万的机组投青割 254944 万元。

j";-rU 气iiM FH: 是1:J11!二1: f'，~
1()()鼠也/日台勺，亏马尼失t二男里。

口招标业务

20门年 1-3 月共签叮扭 -i'oT-项目 29 个.投资蝠近 R，;乙it.o 重点工程=

i尤 Il1lil; 1'4.E乎附Hk迫ii肖奇
投资一佳设 iHE 门 f{f ，fu;

段资 65亿元.

r"J北航空大!五n 呼~t航空
大 itlj J，Ii .J占佳 1:f'U{f际

应资 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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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燃煤电厂除尘改造专项资金"的主1!议
ii<据最甜的《‘护国耳境桂

花报告 ).2009 车问我国烟尘

排社量为 847.2 万吨 ~Á.J:.工业

烟尘排就量为 603.9 万吨，其中

火也行业约 350 万鹏也。另据统

计，近年来札国烟尘中性挂在

IO~殴术(简样 1'\110) 以下的提

细拉子的 4皿万吨火电行业

超过 3(旧万吨.过是造成空气
污染最主垂的原因之一。叶人

体有存有害的主要巧袋物大多

富集在 10 提水 (P1\110) ~Á下的

提如拉特尘中.它叶人体健康

的遣回响已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

址.其中拉徨低于 2.5 报术(简
称 P~125) 的提细拉子可携带重

金属川制度盐、硝盹盐、持久性有

机物等成分.并可直接进入人体

主气营和肺埠内。

研究在明.大气中 PMI0 每

增加 10μ14m2•糖尿病患者的死
亡丰增加 32悍.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COPD)患者.元血性心表
怠者、兔疫性在痛如风理性关节

且和红班班暗疾病患者，巳亡华

分别增加 28% ，27%和 22%。导

址在国在函中，呼咀进侍染病

友病率玉是年上升.肺癌已成为扎

国癌在中主首。

2004 午.中国战市由于空

气市染共造成过 35.8 万人，已

亡.的64 万呼咀和措耳系盹搞

人住院.的 25.6 万耐发慢性禹

2011-+~1.JJI( .•i::;ι华-""-卢E

主气管炎病人.造成的挂济损失

高埠 1527.4 亿 Æ.，过存的业据
与 2阳l4年大体相仙。

如何从根本丰解决扎国天

空不蓝、宝气污染产重的问题

必踊从轧国燃煤火电「排址的

炯尘主下功夫。目前扎国燃煤

机组烟尘排社一挂在 2(川 IllW

111'1左右。迫不知 IJ 50 rng/lIl~ 的国

家标准，妥己迫不到l即将明布的
30 rnwnr\ 的国家#准。目前也

r 主要是采用正虫也扭扭咀附
周尘制性技术的钟也陪尘器.但

叶 lOi战术以下的骨尘除掉歧

果不好。而一种安笨在电 f 排

坦通道上类但戴上"口萃的袋

式除尘昂叶胆相础性物捕获赴

采奸。

按照目前扎国已成功改造

的几十台袋式陪尘器(每万千

瓦改造费用的需制 }-70 万ι) •

火电厂除尘从改造前的 200一

3(X) 1Il~扩"l~ 均降至 20m旷m‘以

内.改造工程草成后.扎国燃煤

电厂的工业烟尘从目前年排

3阳万吨可下降到年排 30 万吨

且下.大大改善 T 空气的质量.

值 10般米以下的政人以，巳地"

的棋细颗性物大大;或少。

位据中国电力企业耻合会

电力可靠性管理中叫 20)0 年 4

月克成的〈全国发电机组手册》

且计.截止 2009 年底在国燃煤

机姐的为 6 亿千瓦 .10 万千瓦

~Á.J:m>煤机组共 1604 台{其中

1{)-20 万千瓦 369 台 .20-30 万

千瓦 221、台.3非50 万千瓦 657

台 .50-80 万千瓦 329 台 .80-

\(旧万千瓦23 台〉。如果将6亿

千瓦的燃煤电 f 全部，fc.克.总计

需要技人 36非-420 亿止左右.

具体步辑为先通过两年时间

杠，亏袋严重的电厂改克.再用

2-3.J 乎将全部电 r"{:生克，改造

费用如持中央与地方各出一半

测 l耳.大体每车中央应投入的

到头-35亿4 左右 g 但是在医疗

费方面的战主就远埠超出改造

所需的资金.还不算改造以后叶

也「省电、省地、省钢材的节能

战排的益处。

由于此项改造.不能增加电

厂的发电量反而增加成本.考虑

到目前发电企业使用企业自有

资金改造有一定回唯国家且予

"壮持.哇讯设立‘燃煤也「咔

尘改造专项资金由发民委 A
时政部有关部门管理.各地燃煤

电厂向当地相关部门扭审.坦初

审合格后上扭国家主管部门 a

只安政府下决心排好这件和 l

国手'1氏的好事.长到'J 5 .J乎，植到l

3年.我国的烟尘排拭量就会有

个根本特交， 13 亿人民每时 4夸

我 l呼咀的空气都会交砰炙加干

净、支加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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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分调动地方职极性
发展我 1m :[.- i，It、天然气工业的主 J!议

主M华工程管理集团董事长、北京达非世纪低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杜水排

22

离开石油什业已但十多碍

T. 叶迫个行业的过吨已不推
鼎 I!>.今年啊扎参加-[(强节能
战排条件下"十二五"艳操蝇当时

研克 )~1翠蝇.又扭大地触动了

扎石油的情怀.摆在在们面前

的事实走过些 "1-，飞回国内石

油产噎一觅 4徘徊在 1.9 j乙吨 .t.
下可消费黄曲直践上升 .2010

年将达到 4 '1.乙吨~:.(J匕.20154-

将近 5 亿吨 .2020 年 5.5 亿吨-

2050 年预计为 12.5亿吨。过么

快速增长的禽求与国内石油生

产的幢慢增长市 h\ 7鲜明的反
差.让扎们思考的是供需之间

的矛盾情如何解埠'国内石油

产量还能不能提斟 ψ 近，钢琴f;是
有找到可怜代石油的曲型制

料9 进口石油的扭障应情如何

控制如此等等 -11- 叫间趣都

摆在 T"- 们面前。
关于替代石油的耐型鹏料

问题当前中国与世界相差不

大实际应用中住在 2气年J匕使

用天鼎气代怜，气、柴汕.以及与

石油现挣乙畔如电动 a气牟等。

其他舍，太阳能叫华、 JA.胞 a气华、

氯气，气牟u及其它制料均处于

报索之中先讲乙畔铃代石油

间蝇.迫止 200H 年全世界乙呻

产量也只有 5)(附万吨式国也

只有 144 万吨.而且国的产量

中几乎全部是使用帷食为感件

的.非帷乙畔尚处在起步和挥

余叶段.性期之内难陆形成战

惜他.生物柴油、藻类油等还迫

不土生产只处于实睡宜研究

叶，是.这几百万吨的生物质燃

料叶于我们过样的能源消费大

回来说是杯水牟峙。

电动燃料牟虽鼎农面上看

起求清洁.但也池的生产、运营

过程中加电站的建设等都会消

札报$电能.同时电地的后期

回收利用也是个且会头再问

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农国性

电就意'本着轧啤拉埠比轧坤

要$择就二队也睡 60%. 因此

从全生命周斟来件价.也动 a气

牟d义者混合动力制料不一之比

拉油的，气牟少址出二氧化嗖

不一定千，争多少.建议国东在

大力推广电动，气牟时，一定要

扭街节油和托电的比例关系-

i是一步叶即使电动和混合动

力内牟盹哺推广.在实际运行

叶，从加电站到电同哇吐都将

面临许多实际问题.注有十牟

至二十年是很难普及和大范围

椎广的。可时断言在今后的几

十年立;气牟的主要鸭科伺且

是石址，和夭阳气.过在是可时

常注己的

至于进口石油的问题首先

是迫些年扎国石油企业通过盹

柱'在并和收晌以及政府主导下

的贷耻拽石油等重大合作项

目.累计投资边刷川多亿美金

海外油气作业品量突破 1.1 亿

吨.每卑可获得 751川万吨原油

悻障.在一定柑度土地和了我

国进口原油的巨大压力.但是

这里面椅也椅根$矛盾和浦'在

的危机. $年来一些回事如日

本、美国.南韩、肚调回资源性战

靠投资国外油田艳取迫些油回

的钟踊 i.b 求解决国内鸭料问

题他们和累了，良多的扭曲和

教训1.并且楠挂椅这个市崎."-
们走出去的时间比他们盹怦

多〈肥肉平已植他们占有.所制

下的$是硬骨头)。时石油金融

的运作任腊盹乏，还有一些国

内石油企业在国叶的元 Jf-竟
争.都忧国掌和 l益由食堂了拙文。
另外.一些国叶有石坤资源的

发展中国农也千方百计的悻护

国内资源.制定 T 槌为严格的

资埠保护法律和税收政革.时

此走出去�也不是一帆风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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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结采� "y世界上没有哪

一家石油告司会停止石油勘探

的步伐.没有哪一天不发现新

的石油储量.从 1980-2{旧9 年.

世界油气资源何在不断增加.

如果新发且的储量太子开采

量.即替换丰(当年石油产量与

当年发吨的可采的储量主比)

大于 1.如果按照今年的全碎石

油产量开发的水乎.邵么储采

比将会提高.但如每年替换 5率

为 1的话.采40"孕后.储采比如

为 40.如采随着科技的提高.替
换丰边到 2 时.捂着 a 前的采
出量开采 80年后.储采比何为

400 可且这样说，今后的石油开

采量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

异会不断发且新的油层.会在

甜地区、新后系增加甜储量.那

么情采比将会不断增加.石油

产量也会不断上升。

第五代表国家实力的中国

石油集团在 2 旧9 年 11 ，]企布

的是国《石油情报周刊》世界 50

大石油告司最耐排名中，以其

拥有的石油产量.石油储曼蛙

合评分 .1但之次于 ó-特
克、.t科斗R成虱特等国家石油企岳杀司.而
位居世界第五位。

全国石油再明储量每五年增长直方国国 1

".~ 地 ‘咽愉 � �� 也R 偏 E ‘'

，ze.，aa ""

"
'"豆ζkt。

亿吨;;攻大油田友且，从"八五

IL五"、‘十五'石油地质且石油

市T禾储量都主立战式-" 1r (见

国 1)这充分证明我国石油资

源在不断的增加油气资源是

丰宙的(几圈"。

第二.与美国比牡.到 2川"

年美国石油剩余可采储量 2也2

亿吨.而我国 2臼19午石油剌余

可采储量为 27.91乙吨.比美国

还梢多.美国年产量为 2.671乙

吨.轧国为 1.89亿吨(见回 4 中

U JJ、叶.说明扎国的石油产量是

有余地的。

第四，石油的情采比〈剩余

的可采储量与当年石油产量主

比)是一个动态扯据不要桂它

"，革住头脑比如说世界石油的

情采比为 40. 是不是再有 40 年

全世界的石油就会采光了吨?

石油就枯竭

了吐 P扭端地

讲如果全世

界不再有峙

的石油储量

发且.而并未

量不变.当战

约 300 亿吨珠海的 lω 亿吨〉

这个放字与世界目前已探明的

4110-5479 亿吨储量相比.大体

为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在世

界排名并不靠后(居中往前〉。

第二.近些年.石油有了技

大发展.在几个大型陆相盆地

中发且了一挑大油田.人人 2002

年至 2剧J8 年这蜻多年均有 1

史何 2元面临着战争、自鼎灾害

等吏次性亨件的成胁.不能把

L 作的重杰克全址在位柑国叶

的进口石油上.进口石油的比

重过高.国军的能埠安全问题

就突显出来了。美国当进口量

快接近国内产量的时候.就提

出并着手解决能据安全问题

了。出于这种考虑."-应姑把立

足~.址在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

上来.一起挥讨如何元分调动

地方的积极性.打吨垄断.把中

国国内的石油产量搞上去。

提到担产量搞主去，就面临

着一个石油的资埠问题.到底

石油产量的徘徊是由于资坤的

阻制.还是其他因余所制约，有

人认为扎国是一个贯油少气

的国家.从资源上就拉少把油

气产量搞上去的基础认为搞

到且在过种产量水平己任是不

惜的了在国的石油储采比只

有 11-20 左右.现在年产量已

经达到 T 高峰以后就是进战

的问题 T. 再来十-+和二十年
就会采克了。在从事石油行业

多年.扭据工作中坦验和教训

时及大量的事先据和资特认为札

国的石油且战量是丰富的油

气勘探的程度是低的，勘拒的

牺域是十分宽阔的，油气资源

的潜力是大的。

第一.中国目前已 4末明的石
油地质储量 765-893 亿吨.是

不舍非常蝇石坤储量的(如油

页岩储量 476 亿吨，及南中海

2011年第 l 糊仨 ι 半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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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士.按照中国科学院院

士.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霍尤

明先生的现占.到 2田9 年.中

国边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剩余油

气资源有待开发(石油 176.5亿
吨.占 6'讯2%; 天鼎气 23.6万4乙
方.占85.8'喃)。而全世界尚待开
发的油气资源的比例远不及中

国全世界还有三分主一的油

气储量有待开发从这个角度

上来看 A们的油气资现并不战
乏。

雄主所迫.可以认为.我国

具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地质条

件，有着良好的石油蓝育的地

质条件.有着辽阔的可以开展

石油勘 4旺的区 JJÆ，0 回刷新中国

成立 60"争的历史，也可U证明
过战.建国韧期.我们仅有玉门

油田，1958 年发 3见了 ι 拉玛悻
油田 .1960 年在"陆相成油理
论指导下发跑了大庆油田，在

且式油气聚集带�同时相蛙发

皿 T 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

油田 .70 年代发跑了任丘油田

及长庆油田 .I':J.及 "0年代的南
瞌油田.因此从资埠丰来说.在

国不是匮乏的.至少与美国相

比也不是肯油的。那么是不是

少气"呢9 我的蜡母也不 Æ 少

气"的.在我国天照气资晴是丰

富的又黠气不仅但与石油伴

生.它还广边的分布在煤层中、

页去中 J也下水中、培茸中、功ι层

斗~I<Ä，J.;之埠~的火山岩、破盹岩

中 H 及大革 ;l>1‘大且哇中.因为

它是气态的.所以其分布比石

油和煤炭广足的多 .M. 成因主

来讲.它不但有与石油和煤炭

一样的是由有机物生成的，迁

有元机生成的.因此它在地豆求

中的革凰受是巨大的，从天鼎

气的勘悍方浩来讲.与石油和

煤炭的勘探方浩有扭大的不

同.寻找石油的地球物理万浩.

遇到了又站气层元能为力.从

天鼎气的开发和销售来讲也与

石油和煤炭有着很大的不同.

油田一且发且就可以立即升

发.而天鼎气田发且后需要落

实好 J夺l尸后方盹进行开发.因

此在天拙气的成田、分布， J!bj末

开发的方址等方面都应与石油

有扭大区别。

世界天鼎气制余挥明储量

2(旧8 年为 177.1万亿立方米-
2009 年为 187.1万亿立方米.增
长 5.7%.从地区分配来说，主要
集中在前苏耻和中东地区-

2009 年以前前苏耻一直逼迫
咽克.姑件吨在天鼎气王国之

翩 2lX阳年中东发，兑巨大气田.
把前苏联占据多年的天鼎气剩

余储量的第一名桂冠夺走。令

人，家思的是美国天踹气制余探

明储量比札国略多一些〈不足

10 万亿立万米)可人人 1970 年
以来.天战气产量 -J且悻持在

年产气 6000 {乙立方米时二r.，居
世界第一位.而中东地区天鼎

气储量虽知多，因需求量不大

天站气产量也不禹。 2009 年与

I'.IIU 刷川、 6

2008 年夭鼎气产量国生产需求
不同.有的国家由于需求下降

导业产量下降.蝇计 30 个国家，

其中有 16 个国家下降.如俄罗

斯、荷兰、美国、委内瑞杜‘科成

特等占 51%.14 个国家夭鼎气

产量在增加占 49非.如美国

中国等.总体半天鼎气工业仍

处于发展之中.我国夭鼎气资

源丰富叼从近年求开展的全国

油气资源普查工作和勘据实践

可叫得到证实:

第一据程光明在 2lXl9年
10 月中国石油咨询中心专家发

言Z报"创新勘梳理论书展勘

扭顿域中所刊.我国天照气远

景资源量 97.90万亿立方米.埠
层气远景资源量 36.8万亿立方
米.此密砂岩气 10 万亿立方米

页岩气 24.5万亿立方米.累计
天照气远景资源量是十分可吨

的.天照气远景资埠曼可时超

过美国。预计到 2010 年将耐增
探明天踹气可采储量 14000 亿
立万求到 2020 年迂特耐增储
量 34归回忆立方米。从整体上

看.我国天拙气勘拒开发潜力

大址于勘探早期叶段， ./1，子储

量产量的快速增长期。

第二.近些年来.我国天照

气气田不断发理.从 2003 .;乎起

友现苏格里气田 2004 年发跑
大牛地气田 .2005 年发现普尤
气田 2阳)6 年发现晴 iIl 气田-

2007 年发皿大庆悻埠气回.
2(川38年发吼合川气田、且拉玛

2011年第 1期 ι占ι 毕JiL ...: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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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气田等. 连结 ß年友且 llX旧 发.目前在扎国这部分储量尚 告司在国内却元权问，李 4象中
亿立方以上的气田. 天跟气替 求包括，而扯量是可吨的。此叶. 惊奇司 中也告司等一批有实

换率大于 3③ 4象水埠夭鼎气 资源量十分可 力的叶司。 美国各叫都有自己

第二.从四川盆地、鄂尔多 现.广边发芹的湖泊培气""反 的法律浩地叶石油区块进行招

斯盆地南海湾盆地松辽盆地 人进天照气的发展也相当乐 才是 -4;f:. ，使石油勘在开发工作拮

一直到塔里木、柴达木盆地，时 现，再加上可燃，水的勘探开发， ，盹市场机制运作 广迂咀 ;1 才到t

及南海、 东海等都发 3见了整装 都展示着在国天鼎气资排的关 费者.叶升叶所有石油叶司进

苦了以罔京投资为主.但很多石

明l州政府的石油勘挥条例操

提为私人投资者. 但都必捆按

主飞跟美国石油合司多

而扎国为少业企业垄断坦

4于 ;fs f;j'; •

4字.
气.抑，么为什

重T 油也不少

培丰所

好 Ji!，景。

迫在国且不

..产.t_!I:. !!】

I~LL时]]~LI~
������".."
'"‘"'".
'"。'"。

么石油、天鼎 油勘探区块由于工作量投入不

国 2 2000 -2009 年全国又站气产量情，凡 气的产量与 足勘探程度较低.储量增长的

的或错迫连片的又拙气田间 是国相互较大呢? 人人专业的地 比桂堤慢。在国和美国这些体

时还发现了峰层气田 与石油 质条件上吐证{几圈叫，中国与 制和所有制的差别 是带响石

伴生气凰等常蝇气田 此叶还 是国记和岩曲和大体相当.石 油产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4旦当

发 I范了提曼可吨的非常蝇气田 油、天蛇气资源量相差不大.石 前扎认为从思扭上纠正..吉煤

(国2) 实践证明.这部分气田 由剩余储量相 {jc 粗略此叶立 贯油少气"的片面忠扭认识.树

具有扭其广足的勘探开发迫 要相差在石油钻井的工作量 立起掉持石油工业的恬叫.正

景。 d 美国为例 .1996-2四)6年 上.美国累计打井 190万口.而 确处理好发展油气与"走出去

美国天鼎气产量姑构变化国 在国才 23 万日，相差的 8 倍。美 的关系.是显得比什么都重要.

十年 fti] 非常蝇气产量占堪产量 国大体有 4()(旧多家石油告司. 也是把国内石油产量搞主去的

的 46啊围 3a).增长迅速.其中蛙 也体斯顿市就有 2四旧多家.而 关键。 回脯我国石油勘搭开发

密〈砂岩页岩中)产气量占天 t.;; 扎国只有为 4<很少的石油合司 的历史.什么时住在正确的思

气总产量的 30.K%( 国 31，).这部 从事石油勘在开发. 在国际上 扭拍导下. 正确认识资源量前

分资源也有待于扎们去是 b'苯开 可以从事石油勘再开发的在国 景.且嘀执行石油工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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燎 1;1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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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3 1996-2006 年美国天由气产量姑构变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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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1ifliX flAH/.lOU 川、"
方针.邮么石油 ;L业此蓬勃的

发展. "正确的时持J思坦认识和
科技的边步.丧易的处理"走出

去与发展自己处理甘国有油

气垄断和地方开发油气的扭扭

性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至关重

要。

世界的著名石油地质学拿

哈蒂掏出 4刷、"1石 ~lb首先 "1
自己的脑袋里去找..也此是首

先要解，是恩怨认讯的问题.认

讯土就认为中国址乏石油、天

战气资源.邮息么他找到大油

气田吨.不拉手头大力发展油

气勘在二件.又.!，.么会执"1油
气呢9只有解址恩怨.努力再矿息，

何底解决忠扭认识问咀才他

棉农哩，巾气田开发峙 itb 气田。

1956 年也培冻在听说...门勘

探不断取得耐进展.耐瞌发 5克

耐油田后的见石油部长和部

长助理时说叫"美国人老讲札

们中国的地层老.没有石坤.有

起求起码惭疆、甘肃迫些地方

是有油的.息么样.石油邮件们

也峰在们树在希望吧尸毛泽东

还在一且会议上.时分管工业

的副总理障云乱"要蛤每个袅

配上一台钻机不惜在中国大

地上钻不出石油来啡..监冉间

看到过句话仙乎是人有声大

胆.地有多大产，其实不鼎毛泽

象这句话叶扎们搞石油的人来

说其禽意埠邃，具有扭强的指

导意义.首先指明，在们叶在地

下几千米的石油地层札到石油

要有正确的认识.要用畔证唯

物主义来指导。其， J这.要我们调

动地万办油气的和扭性.甚至

是在每个有条件的县旦开展油

气勘辄开发.在战国盹埠行业.

煤炭工业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

方两个和扭性煤炭产量大幅

度提高.电力工业自 M. "0 年代

后期国东实行两分战地方办

电"的政革时后.各省市办电和

盹性大增.在桂踵的时间内.值

2坦国的电力工止成为世界电力
工.;l发展的大国。近些年来油

气J巳业与主相比.差距还是很

大的.解此初冉茹时的石 ;.b工
业部，已产量不JI) 3 万吨的延长

油田〈当时元法计算石油产量.

单外产量，也有坦碍'吃益.属于

乎情农叶的储量) .扭过样一个

..废弃"丁的油田交由地方开采

此后.地方且府咀收了各种类

型的资金.植入 7 大量的勘扭
开发」民作量咀号 17 一批技术

人才解决大批杜会此业问题.

几组垃析.儿Jo. JL下克服 T 壶

壶困难..f!J 去-'1-为止石油产量
已且吏吨 T 一千多万吨，储量

也有大陆度的提升，朵白延长

石油集闯一旺成为丁全国第四

大石油企司这个山地方政府

指导.广埠且'措资金.调动广大

斟众感与石油的和坦性使石油

发展起来的爱倒椎令人啤息.

根值得椎葬。另外.然海牛湖油

气田的勘在开发也乱明 7J左个

问题 .1982 午，地矿部发地丁在

上海附近的，在海平湖油气田.

按照当时的随定地矿部没有

油田开发性，~.因此且迫不能

‘万

.但月 1

'"l :1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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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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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刷刷町

抒发.整整拖了十年. )992 年.

国务盹批准了由主海市伞头.

中埠油和原地矿部的上海海洋

石油地质调查局扭成了上海石

油天阳气企司成功地开放， 7
A乎湖气旧.向上海日供气量 1阳

万立方术.初期年产原，由 100

多万吨.成为全国第一家由地

方且府和中央企业接且代化企

止制度扭岖的油气岳司.平湖

油气田的开址为南东开发区做

出T 巨大贡献。通过民西和上
海的例子.在认为在有条件的

地方吨立油气勘挥区块退出

制度，允叶省市、白，台区开发所

措地区四恤"(即低事远、低产

量、低品也低歧益)中油气田

哇讯国拿扭过些小油气田支由

地方勘扭开发.学习民西省硅

长油田主埠平湖气田的旺蜡.

把各地方的从事油气和扭性调

动起农.扭地方的资金咀引到

ìlb气勘抓开发来。初步规计一

下啤耐雄、黑~k.江、吉林、辽宁、
;可4、河南、山东、青海、甘肃、湖

北、天津.四川.重庆.上海、广

东、广西等都有过种边际性小

油气田待在.且前具备这种条

件.如果国唱f:~t开一个小口子.

辑地方办油办气的和扭性调动

起来.扭过豆豆十年的努力.将

石油产量再增加五千万吨 H

土.把久战气产量再增加儿千

f乙方是可行的当跟这又具体

掩作正要有大量细则和蝇之-

U达到盹扭石由搞上去又能保

护好货摊眈调动各方面和扭

性又不能元房竞争.扭过件事

.5;必信
捕的眈也公又加速椎址。适应

指出的是椎进这项改革喷及到

叶二大石油告司的部分资浓的

宣耐分配可能会遇到一些阻

力但事实上在这些地方，一些

"四低"的小油气田平已址直多

峙，址扭蜂地方不会叶三大石

油公司的资埠构成任何凰胁.

在当前国内油品紧拉、天战气

棋不应求、油价强班的今天.已

挂 f'J 7持过些弃之可惜，开之
费力.且本是间直的油气田阜

快开发起来的时髓了。

石油天耐气与煤炭的嗖排

址系极相比.煤炭大均为 ().74

石油为 05B. 义战气只有 0.44，

在当前节能战排的背景下.应

大力加强石油天，盹气工作。

巾Jm工程白 ií!J协会 2010 年年合会议简介
中国 L 租咨询协会 2010

年年会暨会员代农大会于 '2

月 10 日豆口日在广刑市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 z发挥工程谷

询但址挂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先

导作用.址一步椎动贯彻笨实

(.L 租沓询业 2010-2015 年发

展跑时例要》各项工-作任务。

中国工租咨询胁会会长余

健明、大会承办单位之一的广

东电力吐叶盹的 ..U..咽导单住
中国南方也同叶司品坦理钟

值、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未小升、

国事发展改革在副主任暗虹、

国际谷询二程师耻合会

2011~伊第，...μι.3F~J多'

什 III1C)主席格审格剧�托韭叶

珞町、亚叫开发姐行相丹处长

分别此峙。

会 .t.i圣举行了 FIDIC .I.. 程

师培训和运人证试点二咋启动仪

式、很什第二届 FIDIC 中国饨

秀介年 '1>询 .L程师�现奖仪式、

拳行向 16 东亚大，来跑克成单

位蛐发证书仪式、国际杳询二

祖师耻合会 (FIDIC) 主席格由

棉斯�托在件洛斯作题为"全埠

基础诅拖哇设中的底洁与职丛 k

i应撞---工程和建设中的反肩

'生"的专咀靖讲.主要介卸全埠

且济咽""特别是二程建设咽

战A句耻的4仗，凡属耻的部式、精

耻的原因.时及 FIIHC 在且扁

耻、建立廉培管理体系等方面

所作的努力。

亚剖开发性行处长椅外作

题为�发展中国二时望在询业-机

遇与挑战的专题靖讲主要介

招了亚行的背景、中国作为成

员国和第三大股东国在豆行 '1>
i4}市崎的基本情，凡、中国的二

柱在询岳司和垃册工程师进入

豆行备均市崎待在的主要问题

及其原因等.并为 þ-多的中国

工租咨询叶司迪人国际市埔出

埠'川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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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金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坦

济和社会发展革十二个 A 年随

时的哇证).指出未来五 I乎是在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世时

期是垠化改革开址、调整坦济

拮构的 4坚时翩。中国坦济特

""广度和谋皮土进一步融入世

界挂济.明喃提峙民叶学发展

为三趣、 U加快特变坦济发展

方式为主蝇的各项战略任务

为工程咨询业发挥重要作用开

碎了美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艳

展丰台诅怦批骨地学习和咽

会，

就椎动 .L租沓均业健康可

持蜡发展.过二战建议.

一、担提升沓询脏务质量

和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扭过 30年的高边发展.中国

将步 A 时追求质量和技益为

主、提高技术和批牟为增长动

力的发展阶段需要全面加快

坦讲发展方式的特变。突破实

且姑构调整的胆 4. 作为此决
革谷询和技术任济服务为主业

的中国工程杳询什业.要 d事先

实5见发展吨念和方式的特变

叶工.但杳询咀务质量和水乎提

出支撑斤史高的晏求。

晏提升服务质量和卓 -'1'.此

'每且过去邮种固有的服务工作

幢式.忡向倡导且济社会科学

发展、协调发展‘可忡陆发展的

曲理念. ..1;ζ并实行符合可持
蜡次展要求的坪估#准、服务

且也和方峰制度. .鼻4年均 k盹 4来

愈拓展业务也 I到、扩大业务地

幢、增加人员'生量和国守恃盹

坪价方，袅的扭址的发展幌式

椎动工柑各询业脏务的他也什

蝇。不变的是晏姐蜡坚持血立

件学‘岳且执业.恪守职豆k"艳-
f是杏询成果担得住时间和历史

的桂输赢吁社会的情任。

二、把实艳人才战略作为

关幢举措

.L但仔均是智力脏务付.....

工程杏询业的宝贵资本 !l.L租

谷询人员的理念、如识和盹力

决定工程在询服务的质量和水

牛。为了培育吨情为本.'廉洁高

'生.有序竞争，充满活力的工程

在询从业人员队伍札国在工

程谷曲咽战 Lt血了个儿执业资
格制度.严格 .t> 崎准入.强化执

....责任。

:1-]加快二租，存询人员理念

的，巳耐和L 作方暗的国际化.

中间 .L刊 1亦有国际性 '1' 、斟息
网阵地剧和惯例他'， J承担国
际工程 'M 刊的高蜗'.L柑在询人
才。大陆的」时也在询机构窑借

此良机.加强叶工作人员培训

和引进高蜗人才二作营造有

利于他秀人才成长的良好工作

耳境.不断增强竞争实力。

二、把克~行业营理体制

机制作为查委悻障

市崎且济是浩浩坦济.加强

培且制度建设.是工程咨询业

健康可持陆发展的重要悻障。

针叶扎国工程咨询崎域法障浩

惶不健全、，以行政部门的蝇

章进行行业管理的跑收.国东

发展改革委在中华人民共夺回国

国民经讲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Æ-'平提划中将提出 3氧化行业

管理制度改革加快行业立法

和蝇尼 .t址、在县市崎机制的
改革措艳并公托中国二程咨

询协会开展《工程咨询管理条

例)(.L租谷询服务价格管理办

址和收费仲准"。研究、起草 L

作.以蝇这工程沓由于古崎.引导

市崎 .ì.体行为保证工程在询

市崎主体的合浩扭益.克总二

租谷询服务价格部成机制.椎

动L 程谷询什管理的培制化和

A兑♂..1匕。
札们要拉住..十二五"时期

闹市之#动服务止大友棍、营造

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

制耳吨的大好机遇在原有立

法研究工作基础上，广迅、埠入

地征求各方意见和哇证，加快

却 11 年第 1 期 (;.;ι毕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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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动二租咨询什业 A浩进程

阜快建立和电善工程咨询业的

培排蝇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

的行业管理体 .1机制.为工程
咨询业发展创造良峙的体制和

政革耳境.

温拿 :ii: 也理指出贯彻科
学发展现.做好 L 租咨询工

作.叶于调整坦济姑构、提高

;L.程质量和蛙益具有重要意

义。中国工程奋询协会要蛙蜡

发挥好政府和二世谷询机构

之间的桥梁扭带作用.切实雄

行自提供服务、且盹悻术、蝇范

行为的职能.加强行业自柿。

希望工程奋询止的全体同仨

科学判断且杂多寰的国内叶

形势和来自坦济社会耳境资

.ã!U!tm
提警队及技术进步方面的挑战-

H灵加清醒的认识、是加由贪

任的态度担负起时代凰子找

们的历史使命.为在国十二

豆期间的发展作出甜的史大

的贡献'

{选自《中国工程奋曲，

2011 牟第 2 期}

全国建设工 miEt邱会议召开
2010 牟川月 25 日.全国

哇吐 ;L.程监理会议在江苏省南
京市召开. i率是自 2臼)5年全国
建设二租监理工作会议后工程

监理行业召开的又一止会证。

会上住房和地乡哇设部副部

长郭九冲回刷 T 五年来的工程
监理工作.分析丁当前 ;L.但监
理市崎和行业发展面临的市势

和停在的问题叶今后一段时

砌的二租监理工作提出了要

求。且苏省副省长何枉出席会

议并蝇峙 �

.fl\九冲指出 .5 年来.随着

农国坦排持蜡快迫发展.二租

且在世j队冉很大成蜻.一大批性

路、仕路、h战A市基础诅艳唱臼、住
宅项目工业唱罔建成.特别是

北京奥埠、禹迫性路琦海琦江

大桥 a等萨-大扯4代戈4农飞当今世界允
址水」乎F的"禹
罔高 h质贺囊地哇d且民并投入使用.

都扯站丁且理行业的心血和汗

水。实 z践电证明.二程且理叶拉制
二租质量、址皮

2甜0川11'牟萨尊"糊阔 t辛卓-3F~ι卢?I

全生产管理等方面发挥丁和扭

作用。

郭九 J中指出.在总站、背定

监理 L 作的同时.在们追庭，肯

醒地认识到.自前监理市崎还

存在不少问题都响了监理行

业的健康发展.其中盹有监扭

企业自身存在的问蝠，比如，主

册且理工祖师批量 :7 ‘部分监

理人员余质不高.~飞贪 Al付不
到住监理市崎忍性企令等.也

有政府监管部门存在的问题和

其他一些问题。过些问跑部响

了工程监理什业的健康发展.

需要引起高度重现切实采取

措艳加"解决。

，严允冲强调，质量和安全

是一切工程的生命战.嘀悻玉

程质量和安全.不但是吃过问

题、住排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政

洁间是!，不但是实此悻增长、调

结构、息民生同样的重要悻证.

也是监理行业贯彻 If，实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坚持叫人为本

的重妥体皿 s不但是庄，瓷、勘察

设计、艳二单位的基本责任.也

是监理单位的基本责任.广大

工程监理工作者应旧时国东

叶人民、叶历史、叶子孙后代高

度负贪的 8皮.把质量安全摆
在首位.切实履行且理职责。

郭九冲指出今后监理工

作的指导思扭是坚持以科学

发展现为指导，"确保工程质

量安全为基本要求. ~ÄZ~体
制机制、加强工程监理制度建

吐为基础.严格悻培监管严格

审崎准入和请出.不断蝇 fι市
崎行为.严格住址监理.认真槌

行监理职责.全面提高且理企

业.且理人员的余质全面提升

监理工作水平。

郭血冲要求.政府监管部

门要加强监理体制机制的研

克并不断加此电品.安边一步

在总浩蝇制度.明确监理职贪.

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骨.蝇 rι
市崎仕 F予采取各种措施.引导

监理企业全面提高 OIC质.广大

监理企止要加强自身 Jt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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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位培履行监理职责.婆子苦蜂

内功要全面提高企业余质.加

强企业管理，不断提高企业桂

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监理工作

质量树立良好的企业市革和

社会形象。这世单位、施工单位

要和扭主持配合监理企止住法

展行监理职责共同提高工程

建设管理水平。监理行业协会

景是充分发挥作用.引导监理企

业和监理人员佳浩监理.提高

监理从业人员余质。

住房和地乡建设部有关司

局负责人.中央妃委监榕岳部1和E 、国

家发 F改运委、时政邮

i远运输部‘j才水毛叫吞利4部、国务盹法 4伽制h叫l 办、

国 j京客人F时步办、总后管房工程管

理局的代农.各省.自洁区、直辖

lJ•.O Hl..刷刷、 6

市、计划单，'1市、副省且城市建
设立管部门负贪人行业协会

负责人 d正部分企业代农参加

了会议。北京、江苏福建等地建

设主管部门的代农及部分企业

代在介坦丁坦睦。

[选自监理协会闽站}

行业协会改早发展览者 JJ做好 I叫二ii liíi工作
在民政部首，文召开的全国

行业协会改革发展坦验交坑会

议上.民政部部长李卫国出席

并做主要讲恬。

李立国在讲话中指出，党

中央、国务院姑件高度重视行

业协会。党的十六届三三中全会

提出自接市崎化原则蝇范和发

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

性扭扭.明确了什止排会的发

展万向。十六届六中金会提出

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

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坦济社

会发展服务"明确丁行业协会

的社会作用。特别是 2(旧7 年国
务盹办企厅发布的《关于加快

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

的芳千意见)，叶行业协会改革

发展的指导思扭职能拓展体

制改革、自身建设和蝇范管理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是指

导我国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炯

顿性文件。

李立国强调按照市崎化

方向和原因 '1抽进在国行业协会

改革友展爱精力做好四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形成与市场坦济

相适应的行业协会发展格局.

二是健全且代行业协会内邮洁

理制度，二是在善行业协会法

律政革体系.四是建王科学的

行业协会管理体制。

2011 年度 nJDt白iftl工 f'，~师(投资)资格考试内容变r;JJ'tl'i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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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悻

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关于做好

2011 年度，主册在询工在坷，(投
资)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

通扣 ).20 川年度，主册咨询工

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考试.仍

使用到的 8 年版考试大胡.

写的8 年且考试参考报材永作

悟过。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

要.坦国家发展改革会有关部

门审之考试具体内容有如下

变动

1 原教材中有关国民坦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牟姐

划的内容不再作为考试内容-

{t. :h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坦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地划的建议〉。

2 新增《‘俨华人民共和国

描耳坦济证 i拉法》、《全国土地

利用总体盹戈 '1 钢一唤。阳陆-

2020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叶告 (2008 年第 37 号)发
布的《企业投资项目谷由许估

报告蝙骂大铜》和《关于企业

投资项目咨询件估报告的芳

千要求).(夫也戈'1耳境都响件价

条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 2010
年第 6 号)和《工程咨询业

2010-2015 年发展地时纲要》。

2UII年第 1期 t占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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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I主I工 f'1~~苦i(!J协会新会员管理办法 :11台
新情订的《中国工程奋均

协会会员管理办法》已于 2010

年 12 月 12 日坦中国工程咨

询协会四届二，大常务理事会

审议，提交中国工程咨询仲会

会员代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

2010 年 12 月 30 日在民政部

备案已在拌通过。耐的会员骨

理办浩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毒也 4于。

发改委 :f民碳试点方案将纳入 "-1~二五"现划
记者 8 日从国家发展示，改

革委员会获态发展改革委过

日要求承担低吼省试点工作的

5 个省和开展低哇峡市试点的 8

个布将各地低嘎试点方案纳入

本地。十二五挂济和社会发展

现划。发展改革姿近期将尽快

批芷各省市的低唱试点万案。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解排华介绍，发展改革

委还将扭扭相关部门和单位

研究各省市提出的意见和哇证

研究制之配合政策.加强试!占

省试点市之间的联系和立，元 g

扭扭试占省市叶低唱发展中的

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讨.

寻求叶革边步捍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低哇化发展道路。

他说.发展改革委还将加

强人员培训通过促进项目建设

等形式住进入国主施培训.提高

低哇哇性能力在加强同发达国

家开展低吼坦样合作的同时.和

扭拓展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解拉华认为，扎国的低睫

试点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开

局良好。各试占省市高度重视.

，主立了克备的扭扭体系.各省市

如在姑合本地特点，和扭扭余埠

邑低岐发展培植。

2010 年 8 月.发展政筝委

在北京后动轧国低吨省伞，他唱

城市试点工作。承担低嗖试点

工作的广东、辽宁、湖北、陕西、

云南 5省和天津、重庆、，但圳、厦

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 8 市

政府有关负责人承诺将研究蝙

制低嗖发展址为 l 加快建立以低

嗖排址 !J}特杠的产业体系和扭

倡导低唱埠色生活方式和硝费

模式.为全埠应叶气供变化作出

贡献。

发展改革套要求试点地区

发挥应叶气性变化与节能环保、

耐能埠发展、生过去建设等方面的

协同址应.和扭扭余有利于节能

战排手。低吨产业发展的体制机

制，实行控制，且主气体排址目梓

责任制，挥J患有姓的政府引导和

坦对于~之后为此革.研究远用市场机

和l椎动控制温室气体排址目标

的落实.密切跟踹低吼崎域技术

进步晨 4斤1注展.和扭椎动技术引

进咱也咀收再创甜轧与国叶的

联合研友。

(来埠:新华同}

国家发改委 i~fl晖撕兴产业发展战 i安l
针叶国务院日前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持产业的决定趴下#

《决定如.国家发政委 2010 年

10 月 21 日发文详细解读非国

家将会在财税金融方面全力

拉持甜苦产业，并 5来也重点顿

2UII 年第，��，但也-.</岳......二卢3

域的机制改革。

七大产业"二步走 "o(决定》

明确了现阶段节能环悻、情息、

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甜能源、曲

材料新能源汽车为七大战略

性甜叶产业.并且歪 IJ 2020 年节

也耳保听一代悻色 m技术、生物、

高棉农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止.甜能源、曲材科、

听她捅汽年成为国民坦济的先

导产业。

根据《注定》中耐升产业二

步走的思路战略性新升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忌恤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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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力争达到 8% 左右 ;2020
年力争达到 15咽左右.到 2030
年前后.耐卦产业发展达到世

界克进水牛。

财税、金融会力技持。《决

定)明确将会设立战略性新卦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大幅增

加中央财政的资金投入，迫些

措艳涉且时祉

等方面。旧估贷为 f伽例，庐付.'j ，国东斗特夺升

展扣识产扭 J质贫削#押甲融贵、产业链

融资等创制悻贷方式。

埠 4匕九方面体制改革。发

F奥委特别提出.针对制均战略

性耐县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

题.将椎迫体制改革。改革万向

包括建立促址"三同融合的且

在和机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推进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实拖

新能源配相制.落实新能源发

电金额保障性收购制度 z 加快

资源 t生产品价格市成机制改

革.电善资源税费调节机制加

快建立生产者责任且仲制度.

建立和完善主要巧染物和破排

址交品制度。

七大产业确定主岐方向。

节能耳悻产业高效节能环悻、

资源楠环利用技术且相关服务

业 s耐能源产业:措艳、太阳艳、

风也 }~Æ生物质盹.情息技术

产业惭一代估息网路、..三网"

融合、精联网、云计算.生物产

业生物技术新西.生物医学工

程、生物育种、操邑农用和海洋

生物技术 s禹端笨备制造业航

空和高柱等克进埠崎装备、海

洋工程装备、高蜗智能制造装

备.新材料产业:的术、超导、稀

土等耐材料制备技术和装备.

制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驱动电

机、电子控制、拍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纯电动，气牟。

(来埠，(新京报))

发改委牵头成立创投专业委员会

已近 15阳亿 .ii:.o

为了加强叶钊挂行业的管

理 .2005 年 11 月国家发政委
牵头十部委联合发布丁《创业

投资企业管理管什办琦》。但目

前国内创拄行为的发展何显不

足。交l性男在成立大会上表示.

创业投资企业还存在革资活动

社会乎均水乎的 28.7倍.销售
额增长 12.9骨是全社会乎均水
牛的 1.5 倍.耻纳税金增长

15.2%.是全社会乎均水乎的 1.7
倍。裁至今年三季度.全国备寰

的创业投资企业达到 571 家，
实到资本 10741 乙 .ii:..埠册资本

不够规范.投贵行为挂剧化专

业管理技能不足.技术技人能

力乾崩.叶利创期企业投资比

例偏低等问题。创业投资专业

委员会的成立，旨在解决目前

行业发展存在的问蝇。

据了解.作为一个新持什

业. iiJ投行业迂元渣的人国民

组济的行业序刊.元法由政府

部门制定和发布创拉什止发展

现划。此在专业委员会成立的

一大任务即是蝙制和发布什止

发展且如 J. 指导和引何行业发

展.并将每年发布什业报告。

{来源《耐京报))

二E二fFI部采 l{ì(VLJ 大措施剖 IUlt::I二_""-~，Ii构调艘

由国家发政委牵头的全国

性创业投资协会扭扭-一一中国

投资协会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 16 日在京成立。
国家发政委副主任叫性男在成

立大会主在示.在国创业投资

业与发达国东地 E相比，元论

是在蝇模尘还是在质量上都相

叶落后.扭扭的成立旨在促进

企业与政府的均迅.解决目前

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成立大

会首，大发布T (中国创业投资

行业发展报告 )0 (报告》显示-

2009 年.制投机构所投资企业
咀纳的就业增长了 19.0唱.是全

二业和仕息化部部长李扭中

2010 年 10 月 19 日4桑是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国 L 业和

恬息化牺域将采取四大具体措

艳.贯彻落实 1i.中全会柑神。

一是抓准工业通悻业调整

皿 11年第 l-.Çj( .•i:;ι3F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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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切人，聋。李扭中进露叶

此工惜部持人人π个方面人手=

(一)加快科技进步和创耐

加强技术改造， (二)大力推进节

能战排，(三)大力加强质曼管

理.<四)稳步推进兼并宣扭.

(五)和相关部门一起.严格限制

两高"和产能过和 l行业的盲目
发展，(六}促址迪悻业企 l甜特

型.进一步增强叶娃济社会悻息

化建设的服务和支撑能力。

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崎持

至否?宇EE.
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二是椎动工业和情息化 j苯

废融合.椎动坐在民融合式友展。

四是理化工住顿战改革、扩

大开址的相关政革措施。

(来源{，I'国证券扭 )l

中国东北 13市欲建"'1'电绿江经 ijf~"
2010 年 9 月 28 日第二届

东北东部 (12+ 1)战市圆桌会议

在吉林省迫他市闭慕。大连、丹

东、迅化、非外，正等13 个城市

发表 7 (址一步推进东北东部

地区区战合作倡议书).呼吁共

同建设鸭埠江组济合作克什

ß"，椎动与朝鲜的任贸合作。

鸭姑且为中朝界 ι 沿岸

分布了中国叶朝贸品的地大声

鼓口岸。与朝鲜甜义州陆且相

望的丹东是中国叶朝贸易的最

大口岸.占双边贸易额的七成

bλ-"-0
朝鲜贸岛省的官员之前

曾在古排省长春市进露说.目

前朝鲜己斗夺与中国相郁的罗

尤市计且为特别，节.并制定了

把罗龙建设成世界性加工贸

易区‘村口贸品区的远景蝇

31!J '"

叶此，有分析认为.这叶

子与朝鲜陆江相望的中国鸭

蜡皿沿岸城市是一个好机会 o

而与朝鲜，比郁的吉林且过朝

鲜在自治州官员也进您说，朝

鲜已经在示出与延边在坦贸、

拉埠、通过与国区建设等方面

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

作为中国叶朝贸易的两

个重要口样.吉件二街边也市#

iL 宁省丹在市也于本，大会议

期间正式启动丁"通丹组济

带的哇址，曰前正在加紧通

过、物址等方面的建设。

本，大会议本.很多地市官

员农示.希望能将这个区域合

作叶时扣展到整个鸭埠且 Mi•.

域.共同蝙制〈东北东部经济

带鸭蜡江挂排合作先行区

总体规划 1) 此而椎动东北东

部边境地区的整体开址。

对于鸭操江坦济合作先

行区的具体细节.有关万面并

没有选露。不过.国家发政盎

东北品并司迫视员玉树年在

过止会议上在示.中国主持东

北东部边址地区的开放开发

有关部门正在蜗制东北地区

沿边开址和牟北亚区域合作

呆地划，"椎动东北形成沿边、

沿海会万位叶外开址的新格

局囚

(来源:中国听闻网}

11I国新能源企业梅外扩张挺 .im
伴随甜能源市崎的回哇.

时隔两年.中国新能据企业再

批海叶 A 市热潮，利用国际资
本.在史大范回内也化资埠配

置;同时.海外资本市均叶企

业也起到一定的品牌宣传作

用.有利于中国新能搏产业海

2011年第忡忡 ι 毕t 二-J" !

外扩张。

当地时间 2010 年 10 月 7

日.中国多晶'主材特销售商大

会新能源告司登陆扭立峙。此

前的 10 月 1 日.中国首家且也

登机制造企业广东明阳

风也集团有限叶司也已捏成

功在姐立所-"-市主易。从2006

年开始.元锦尚桂、且西赛雄

川戚、菜和l埠色能源 t等一批中

国新 t.Ë 埠咽域的民营企业率
先耻开了扭立所的大门。由于

2凶8 年金融危机的埠发.四枉

遣随主陷入了低谷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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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品科太阳能

登陆扭主所.牟尤打砸了资本

'布崎叶耐能源行止的坚革.成

为两年多来第一事在美国资

本市崎成功址付 11旧的中国

大阳能企业

目前国内正在， If/;\- 海内

叶上市的企业还有多事.包括

J'\.机 ��1迫商华悦且也.且也崎
，..营商华能耐能源产此拒脏

有限告司、华也集 I~耐盹源发

展有限心司、耐天峰已盹源盹

4分有 "l 叶司等。
作为国内风机制埠行此

的一拿代农性企业.明阳风也

登陆扭主所样志着中国风机

设备制造行业的竞争力得到

了国际资本界的承认。明阳且

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高蝇适用金融资本。据了

解.在四年的发展历程中 'Jl

/"且也与国内外的许多金融

机构哇立了良骨的合作关系

大量的资金，主人为其坚持自

.L研发和开拓市场要走了良

好的基础。

近年未.一批机和 IX 洁和
掌拙 T 描心技术的民营企业

川，川剧川、"

在耐盹埠行业的竞争中盹 H

而出.并 i怠排在海叶 J-..市.迫
使怦海叶上市 1跑出叫民营
企业为主和上市企业脏暴发

行情的温价幅度乾大的特点

中国耐能操企业海外 J-..

市现象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利

用国阵资本慨大盹强.在史大

范回内此也资埠配置.同时资

本市崎还能唱起到一定的品

牌宣传作 JI) 过非常有利于中

国耐能源产业实施之出去'

战略。

{来源《‘俨国坦济时拙))

回家 i厅批纷也能 iJ~示也县名'在公lJî

34

各省、且，市抽样和专事

坪审国东拉撒"，、财政局和

农业部决定对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基础柱甘、成蜻突出、

发展同排明确、管理体制恤金

的北京市硅庆县、江苏省如在

县等 108 个公(市}搜寻"闽东

首批埠 ι 能培示范某件号.
国军将叶符合各件的埠且能

源示尼县哇吐予以 Â.峙。名单
如下 z

北京延庆拚

天津宁河必

河北回崎瑞拉蒙古战自

治县乎山其、农她共. i~北

县、司E'战市
山西乎陆公广旦井、植

"'"也
内蒙古枕棉后鸪枕棉

鸪、松山区、A 原基

辽宁.桓仁岳宅、法库县、昌

圄持

吉帖，企玉崎市、农安县

黑龙，江=海件市、悻兰公.

怦南县

土埠，崇明县

江苏和东县、亨、台市、东

海展、四阳岳、句容审

满江 i孟崎市景宁市、 4
埠在是

安幢霍山县.青阳县、体

宁县、肥，草县、潜山县

福建屏， f，县 <t1匕县、南
'/厅去L

扭曲走南县渴阳县、丰

岛县、上此基

山东寿尤市文安市、请

战市、袋成市、禹战市、单县、

恤晌袅

河南洛宁县耳易市、草

邑共同阳市、血邑县靳品

'1各踊公

湖北 .i4 山县、大幅抉、谷

城县‘鹤峰县、 "1川市房县
湖南， /lt 且辛辛.临 a重其朵

植县、花植去忌、，元，企必灌共

且永共

广牟愧~~县、牟源县、捐

西县.轧源占总、/"山占4

广西， ~ JOlL 唱战白，台共、

武鸣品璀阳县、融安县

重庆云阳持阳西阳 J-.. 事

拽苗族自治共

四川九寨，勾共、啊?兵头

皑 J骂共安岳抗.菩溪共*也为

共

贵州:此宁共、开阳县、西

舟区、水战公

云南巍江在忌、坪源占巷、膊

;中其‘大幌抗.走之柏共、永胜

2011...第1刷 4丰ι#，.L.-.J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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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金 4'-公
盹西在 iIJ.县、 #H 斗、川]豆

县

甘肃玉门市、庄，良岳、追

部县

青海大 iå头

三否万'lE1!3.
宁夏帝制峡市

耐晴迫址战、哈密市

2010 {'''，fi括颁布工 f'1~ì.k刷一览表
工程浩蝇扣仅体，民一般 ι 括基础浩梓如

讯、植心清掉如识 J>.捕时班作如，只三部分。
其中植.~.班4非如识包括:如建筑浩.土地

告.战市蝇'心l浩房地产管理浩招投梓法.
合同法各部会、各地方政府咽衔的工程监

管方 d曲a 的邮门址命、 J乡地也方}性立，址去盹‘且革性文
件之等tf- 0 迫邮分培梓内容 3涉步及L 扭市崎营理、

工 4程z扭 A吃E审批、二租质量.安企
各个方 t函画.同时又 t徙哩 A孟且丁工程 z项页曰立项

察涉及.拖工二.

叶段.而且.目前有关工程址现且 5且见出多组

立浩、条块分 "'1..的执态.即相关浩蝇包括丁
法昨

方政府蝇拿等 j多易A层品且主浩，.同1 时又 4得字在行业

差井和地区 A屋豆范'别!才'10 所~:.(.掌4扭喔过e邮严命浩蝇其
实并非一件 A易;1亨萨岔要在址律功且和工程营
理方曲同时共 a备非一或之己皿培基础和实s盹吃坦验。

l选自《中国工程 ;/i-i'1)2011 年第 1~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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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 il!i党川地梢i成H 钩试点和 l农忖土地根泊 il刊11检!UW 方案公布 i
一、品体要术

全曲清理悻盒 2刽(K陆年 ν队A

来 t各忌地开展增战扯钩试杏缸、和农
材土地婪洁工作"及且各种名

义擅自开展哇吐 J用η地直挽等情

z乱.叶4存争在的问跑金曲植理

增且挂曲试 ~A要每4求已.严翁叫~五..，蝇鬼

范加描 f惜立息息r的哇吐强 t 国土

资源会国.一拉圈"动 05监督.喃
悻增战挂钩试点示，农村土地整

洁工作蝇 ré:..健康、有f~开展。

2011"" 1.1阅 4丰ι 鸟F.oiL-J" I

二、工作同样

一是叶国土资源.~批准的

增战挂钩试 4昌、持照发 5血见问跑和

总拮蛙验并重的原'剧 OJ.从挂钩 y川闸品吨l
特拍梓苦理‘，唱员曰 E吐直、嘀曰
区审批、 4拚斥旧芷耕及晴地 f质a曼.
安豆哇 4甜斤、收益分配、"杠之￡属ι调整.
尊 3重荤农民杠 A 等方面址什全曲

，清青查和总姑蝇范。叶 4再￥ 4在主的问
跑追一排褒到 4住主

J求t 哇吐用地指梓、不属很件大

折大哇.强迫农民上楠、不合理

分配资金等行为进行严，清整改.

叶不符合要求的地万性文件子

民懵此成废止叶提范的做法和

典型坦辑进行总姑提升叶增在

扯钩的且实和长远作用及肆合

性撞咋办浩进行再索研究

二是叶增战挂钩试在外开

展的哇世间地置换进行清理桂

金.搞清试在以叶以各种名义

开展的战乡哇过用地直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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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使用的情 2凡.叶不符合国发

(2010)47 号文件规定，涉及建设

用地直挠、革垦土地用特等的

地方政策文件和相关乱之一律

予以废止叶蛙蜡在试点外进行

建设用地直换和革垦土地用特

的.一律停止实艳进行整顿规

Jι。
二是对农村土地整洁的清

理陆垒。童在摸清农村建设用

地整洁节的土地留用分配、使

用和资金管理队及喃扭登记发

证等情，几叶不符合国发 (2010)

47号文件柑神的地方且革文件

刷刷'..~Ja';{.i'<'

进行停政或废止。

二、清理检查

工作分二阶段进行自

查阶段、检查纠正阶段‘抽查总

结阶段.时间从 2 月 20 日-5

月 30 日A二。

河北拟环绕北京建设近 1000 公 111特区经济 I剖

36

J;(l~鸭 I(岐Wd 随明"'阜l剖

向.

��� r-/，lj[⋯⋯.--
2010 勾;.11 月 11 日 3可"

省邀请也括北京市随到 l委在内

的官员、专家学者.就"耳首都挂

畴圃姐 :*.'J 蝙伽l万棠征集意见。
会上，北京市蝇划委副主任王

飞农示北京"不会植自建吐首

总之区\而会通过区域整体发

展的万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河北"特区"政革持比埠圳

饨忠

同一天河北省在京召开

"耳首都坦济圈地给 l楠制应谊
会..启动耳首都坦济圈地为 i方

案的意见扭集。按照坷北省岳

布的耳首都挂济圈产业发展实

艳意见.埠州、津水等 13个县

(市.且)由于紧部北京.主通便

利，却 l人且首
都挂济国来比如l

74国内。

"耳首都

担济圃建设的

总体忠路是在

部近北京将近

I()(X) 叶立的

范围内(编者

证:计划中的

环首都挂排圈包括耳地北京的

张家口、尔德、扉枯、4苯电四个地

组市，以及埠州市、津水县、埠且

在斗、怀来县、赤城县、丰宁满族自

治县、埠乎县、三坷市、大广回旋

自培县存河品、广阳区、安在

区、国安县 13 个县〈市)"i.t些战

市畔首且相连.会长 999.5 4￥

立.曲和达到 27阳。乎方叶立)�

4吐一个发展特 ß." 河北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起 j/j农示.最

近召开的河北省委会会已通过

决议.河北将举全省 7阻)(}万人

口之力..斗夺环首都挂济圈哇吐

作为第一战略。

这个发展特区特包括京

乐、京南、京北二个耐 b足以及 7

个人口在 30 万叫上的中等舰

陆战市将坏艳北京建成一个全

封闭的城市带。叶这个特区.

将陪子比埠叫史忧患的政革'。

在战安l上将借鉴东京、首尔等

首都担济困的坦睡.制订总体蝇

划、专项蝇圳、控制 I:t.i乎盹等预

计将在明年 1 月底前完成。

北京蝇'心 l委哇证耐地盹
"1 芳宁非要

北京市地划委副主佳王飞

农示.耳首都挂济困的哇吐不

光是河北省的任务.也是北京的

责任是北京和河北共同的 L

作。"他说北京市咽导时此高度

乎童手见。

王飞说北京利用 1 年时

间.叶地市总体蝇划进行了坪

估。目前.北京面临十大挑战.中

.:.:JA，旦人口已超过 1000 万，不

堪重负.同时还有主迪、水资源、

土地资源紧张的压力。他农示，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思路.北京

不会性自建成首善主区.解止问

题的最掉出路是要靠区域整体

发展。

时于耳首都挂济圈的建

201t.!f-~ IJJl( .•i'.ι#岳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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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王飞在示"左项工作已经迎

来了天时、地和j 、人和的椎骨机

遇。他建议.河北省和北京布应

做好址划的街品.并根据国家

发此公关于都市圈的发展且

如l 住建部关于 JÂ镇群的扭 X'J
以及中央提出的推进首都圈随

念的基础上进行砚划的描制。

"是见划定性应明确为罔艳首都

建过世界且战市群。

王飞哇证.北京目前批重

视提高 JÂ市文化壮实力，提出

打追域市品牌战略..环首都经

济圈的且圳中.可以研究加入

叶文化壮实力的地知 L'"'他农示，
河北省的工作也，'/.北京1节的

L 作.北京市特和河北省建设

厅建立叶搭机制。

蝇划单措创业特提供 13

万套廉租房

在耳首都 13个县(市、ß)
各且如l建设一个高层止人才创

止国区:每个园区规模不低于 5

平方叶立从项目拉持、企业培

育、产止拉进等方面提供配会

服务。每个县〈市、区)还将建一

个吐、量不低于l 万舍、以后很租房

为主体的"人才家罔.每每房面

和在州平米以上毡计 13 万

会.为北京高层次人才到河北

创业提棋服务。

品革 13个蔬菜基地供北

市

在环首都 13 个共(市、区)

分别建设 l 个高梓准的蔬革发

展基地每个县〈市、区〉先选择

30 至 50 个村，每个村建设不低

于 IJ)阳市的蔬菜生产梓准国。

通过且革引导、"崎运作等方

式.力争担过 3至 5年努力.河

北蔬革在首都市场的占有李达

到"阱以丰.其中高档 J反革占

J'iJ 30'万j 以上。

住房哇住房咀引首都居

民

针对北京生活成本高‘住

房紧耻的执且.瞄准首都住房

需求.在 13 个共(市、区〉建设以

住房消费为主妥内容的立居生

活基地.每个基地的容量不少

于 5 万户.吐引首都居民购房茸

止。

l岛~g!f1f，
专家观点:区战合作防止

出3见 "I}:r战"

住 J.t部城市总体现划技术
审查专家组专家、原清华大学

建且学院建且与战市研究所教

技文国坤农示耳首都坦济圈

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考虑:挂济

和战区盹是，'J. 比过去站得史禹。

打破行政分主 "J. 实且北京和河
北省的互动发展.特别在成市

化过程当中庄重视产业友展研

克.以坦刻于发展带动城市发展。

这个且是，)应重视首都功能

扩散与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发

展。二战后.怆扯疏教人口过程

中出现卧戚"。扎国最近十多年

也出且了卧城.击。北京的又迪

克回龙吨七八十万人。造成每

天扯十万人上午进战.下午四

去。

在耳首都经掉圄且划中.

要做芳 'J居住与工作且本乎情.
通过新的战市群功能屯总 .1ffi.•

解域市交通及人口问题嘈使新

城与中心城互补。

[来源《耐京报 )J

天津新一批 180 个重大项目打 t:l1 总投资 2542 亿元
从 2011 午 2 月 10 日.天

津市召开的"调结构增活力、

上水平"动员大会暨新一批重

大项目哇吐椎动会上获品，本

帝今年姐蜡集中推出新一批

重大唱目。主要包括工业第七

批、服务业第四批.区县第六

批自主创新产业化革五批和

2011年第 1期 4且斗"'~卢E

2011 年市政交通重大项目.共

180 项.总投资 25421 乙ié.，今
夺计划投资 753 亿 ι 。新项目
4此后，特新增销售收入 2759

亿止实且利税 364 1乙止。目

前.已有 107 个项目开工哇

吐.其余项目哇住条件也已基

本落实。

第七批重大工业项目，共

20 项.总投资 601 亿 ι
在今年本市椎出的新一

批 180 个重大项目中.包括第

七批在大二业项目.共 20 项.

总投资 601 -(乙ι 。
据患.第 -\0 扯到}项重大

工业项目包括 A元空航天产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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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亨"lEÆ1
项.即直升机天津基地配会项

目.石油化工产业 2 项.包括

中值 13(X)万，也蝇油中石化
原油储备碎项目， ，ι进装备制
造业 7 '员包括大型工程机战

制造、大型发电机姐和发动机

姐姐装生产战等.电子悻息产

业 5 项.包括神州通北方总部

和生产研发基地特种计算机

及杜件等 z 生物医西产业 2

项.包括生物医药基地、金耀

制制国整体扮走过改造.新能源

最斤材料产止 2 项，包括新能满

产""园、担离子也，也正扭材料

及芯片项目=轻姑产业 1 项.

即元札柑体耳悻战项目。

第四;.'服务业重大项目.

共 20 项.总投资 489 亿元与

在今年本市推出的甜一

批 IRO 个在大项目中包括第

四批服务业重大项目共 20

项总投资 4891乙;Lo
此次抽出的第四批服务

业重大项目包括总部类明目 3

项包括天晴迅部组济基地一

期、上海远盛 iι"'" 商务园、海
~ t1j ì.斤基地，创意类项目 3

项包括克荣道科技产业园、

中萌生态域科技园、智迫创意

产业国 z 黯合商贸英 9 项.包

括象丽湖天安数码址、南开大

1比城、虹桥区水样地等:革埠

类 3 项叼包括武清远河展示

区、中澳皇家坪艇战、东丽湖

，孟泉会议中"-.;;物质a 莫 2 嘀

包括静海农产品加工物施一

期、北展地又~制技物，成明

目。

第六批区县重大项目.共

100 项.总投资 6181 乙ι
在今年本市排出的最斤一

杜 180个重大项目中.包括串
六批区县重大项目.共 I(X)
项，总投资达 618 亿 ι 。

此止推出的 l(川项第六

批区公重大项目包括农业项

目 8 项包括填海做埠农业科

技园 J;l 国头地代农业示范罔

等，-'=-业项目64 项.包括华明

低破产业基地 !r，.扯中成西提
取等项目.区县服务""项目 28
2员包括国际又琴吨商业性

艳、￡不勃海中小企业毡部基

地、-"温泉度假中 G 、汇丰体

间购物广崎等项目。

第五批自主制晰产业化

童大项目，共 20项.总投资
801 1乙4

在今年本布推出的新一

批 180个重大项目中包括第
五批自主创新产业化主大项

目，共20 项，总投资 331乙ι.
其中研发挂费投入达到 7.1 亿

止。

本市新非出的第豆批自

主创耐产业化;重大项目包括

电子情息崎战 3 项，包括云计

算模块化费生据中.~技术开发

且产业化等=生物医药 4 项

包括内源世生物提高石油采

收事技术集成与示范 AL托布
珞芬片产业化等 z 先进制造崎

M 川剧川、.

域 8 明，包括电动，气年技水开

发及 J企业化、大型高蛙装卸搬

边装备开发及产业化 字:节能

耳保崎域 3 项.包括埠色建材

开发及产业化等: ..f见代农业 2

项.包括农业资源利用技术开

发及产业化、农业食品加工生

产拉木工艺开发及产业化项

目。

重大市政交通项目.共 20

项.'旧金资801 亿 ;L
在今年本市推出的新一

批 180个重大嘀目中.包括童
大市政立边项目 20 项，吐、投

资 801亿止。
今年本市推出的 20 项重

大市政交通项目主要包括性

略及配套工程 6 项.包括西南

耳钱才广能改造、南二惑性冉、京

沪高技至西站北耻地战等培

口工程 2 '页.ι 括天津港 30

万吨且航道一 Jli1 中航油码头

J，\.配套工程.机崎配草、工程1

项.为戒掉进延长歧 L 程=高

迫叶路 5 项包括塘永高 it.二
期、京各高速天津段、的 ~J.高

速联培蝇一冉、填海新 E 击外

环高速、店，拿高速改扩建工

程 z地址 L 程 2 项.包括地址 6

号战耻嬉蝇、 2 号纯机场延伸

战工程; J*.市道路 2 项包括

夭铜柑样地区基础设艳等。耳

境设施 2 项.包括一鸪电性战

特换工程、拉贵庄 j亏水处理「

-j 刷工程。

[来源z工程资讯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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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岗楼正式对外亮相

NJRfEl!1!.

日前.身高 330 米的京域

第一高持中国国际贸易中 u

大厦〈下林..国贸大厦〉正式叶

外亮相。它将与国贸一期、二期

一期.构成 110 万平方米的哇

且群.成为全埠最大的国际贸

易中心。国贸大厦项目建且师

和设叶合仕人美国 SOl\l ~'\，.司

B...iun 1."'1 先生说.凹川非常

自豪能将北京的天际战#向崭

新的高度。

(求源工程咨询参考)

国内二I二攘修复行业有了技术支持
近日北京哇工环境暗豆叶司研友的"直拈站牌咀设备和.. InJ.t要热解咀设备获吁实 1日耐型专

利。这两项专利填补了国内土坡暗且行业品解咀技术与吐备的空白。

大跨度钢结构监视。达到国际水平
近日.北京建工院"大跨度预应力钢结构拉

索安全监测 Ll\飞址研究与开发"通过了市科委专

家鉴电委员会的鉴定。鉴定认为.谊项目在理论

研克.槌型试验、杜仲开发工程应用等方面进

什了混入的研究.其中..多制华扣合索力识男 '1技

术"和半波址'占力 1只男'1技术已扭过工程应用
验证.在多琦索索力识别方面，~有重要的理论

与应用价值.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克进水平。

钢结构提升同:步控制技术成功应用
由北京建工院子贡应力所自主研友的以同步控制为棺心的钢姑构整体提升成套技术成功应用于

育科大厦工程。

法国发 lJJJ纸质耐火建筑结构件
法国施奈尔国际工艺公司近日向 'P 崎推出 m 且理航制造的， i制产品 Pipt-'I.'';，:J)rop (非钟担类哇

筑材料)�-��r，，:J.做成展开式的自桔蜂窝收陆扭.以正 m地蝇罔定的蜂窝收天花脏。

全球风 Il!总装机在 1主 2010 年有望达 200GW

金三求凡能理事会 (G\VEC)

预测l会埠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在 2010 年有望增长均为

40GW. 总装机容量达到

2刷GW. fiJ 2014 年再翻一倍

达到 400GW 。口飞x，'EC 祉书长
Sll"vt" Sa叫时在挫国胡苏姆国

际风能博览会农示.风也市崎

何鼎具有良封的发展前景和

市崎竞争力。

2011年鹉 2期<<�.ò;:ι毕豆'--?!

此在的国际风能博览会

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25 日

在胡苏骨举行.共咀引了包括

中国在内的 30 多个国京的 80

多家参展商.参现人扯超过 3

万人.是世界土地槌兹大的风

力发电交品会。

G\VEC 在叶片发布的消

息中预制 .2010 年制增筑机约

有一半来自于耐仕坦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吴国市崎由于投

济危机导过叮学放量捕战中

国市均发展势头强甜眈圳市

均则相对悻持稳定。 f'J 2014
lf-增长的特主要来自于中国、

美国和眈圳市场，同时会有灵

多的国家进入风力发电崎 M..
特别是位于杜 T 美叫北非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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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由水北调 2011 年争取投资超 600 亿元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企玄日前进露，南水北调

工程正进入建设施工和征地移民的高峰刷、实现

遇水目梓的关键斟。牛年计划完成挂资 520 亿元

'λ 主.争取超过 600 亿ι. 其中工程建吐投资超
330 亿><..什且口库区暗民投资180 亿元左右。过

日召开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工作会讯上提出.为

喃悻东战工程 2013 年遇水、中找工程 2014 年汛

后遇水的目标.今后三年将进入攻坚和冲和 l阶段.
陪保证二程进度、实且按期遇水同样主叶.在质量

安会、拄资拉制、培》坤亏耳悻、.{征正剧易地也#民、关键拄才术毛

思扭现念

据南水北调 J办办叶室喃走201川1年二程建设同标.今

年斗特夺卫觅巳成什且口库区1阳9 万非民拚搬毛迁任务20川12年

突z己成扫f且ι 和碎且清且。于找工程支付建设用地
I 1.6万市搬迁安直人口 10 万人。今年上丰年要

实现与遇水相关的主体工程全部开工建设.各单

项工程建设址皮持合或超过预期目标。

{来源:中国工业报)

我 l吨，句速铁路血腥{，'-届世界第一 i豆豆~b，(.im l芷占圭 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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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扎国边步发

展成为世界上高迪拉且发展最

快、~且技术最全、集成能力呆

强、远营里程最长、远营速度最

高、在建真地模最大的国家。

高速性路明克世界.高原

址路世界一埠重战性路屡创

世界奇迹。十一五期间.轧国

性路全面加快实施《中长期性

略同现划>.棋路营业里程跃居

世界第二并昂首跨入高速时

代.高迫性路立程世界第一.为

发展国民挂济和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水乎提供了重要悻障。

2(川3 年以来.性路建设项

目批且投资总蝇槌超过 4 万亿

止.已克成投资 1.5 万亿 ><'0 预

叶�十一五�末，全国性路将投产

甜建技路 1.6 万叶立以主.性阵

营丛缸里程将达9万岳旦时牛。

高迫性路从元到有.眈有

战且提迫世界咽尤.中国高性

技术标准位 l多项"世界4 芷飞性

路 7号，大大捉迷以鞋小的代价和

桂植的时间提高了运输能力.

远输能力提高 750% 以上.动

卒扭 "1车为拉客提供了高品质
的乘车条件。目前.我国高迫性

路运管旦程已达 7055 叶立.全

国性路日开行动车组 10∞多

如J. 日发过拉客边 :fIJ 92.5 万人。

"十一五期间.我国追步发

展成为世界土高迪拉路发展最

快、系且技术呆会、集成能力量

强、适管旦程最长、远'苦速度最

禹、在建蝇模最大的国家。

西邮址略加快发展.高原

性阜成为且济社会发展的耐

引擎'。"十一JL "$Jl间.西邮址跑

跑划建设取碍了重要进展.哇

成了精悍、大丽等性路项目，裁

至 2('阳年西部性路营业里程

已达到 3.27 万叶立.预叶十-
.1i- 未.西部性略同现模将比

2阳 2 年增加 1 万舍里以上。青

藏拉路于 2006 年 7 月 1 日提

前建成通车.结束了西#&.没有

性路的历史。

十一五踊间 .1点靠自主创
新中国性路宣战运输屡舍 l奇
迹。2(Xl8 年.大..性路煤炭运量
达 3.4 亿吨成为世界上年适量

最大的性路。但这一条扯罩在就

完成了全国性路 18悍的煤炭远

量。性路部门迈克后在北同精

纯、迁曹战.大包歧等性路开行

万吨姐丁重就叫牟.创造了客货

共践性路适崎迫皮、密度、重量

的世界妃录.扎国重载性路的

整体能力迫到了前所永有的新

高度。

此外我国性路"走出去"迈

出了重大步伐。以先进技术为

2011年第 1期(..，i;;ι 毕L...-j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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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托.改忡麦加剧 R桂杭性路项

目进展咽利.委内瑞拉中西邮址

'"项目丹王建设.与美国、饿罗

耐、巳曲等国高技合作项目取

得租扭址展在#广中国性路

技术标准体艰的同时.打追 T举

世闻名的中国性路品牌。

展望十二豆"开局主牟.世

界上一次哇成战略最长、标准

且高的高迫性路. .京沪禹遗

址罩在将有望建成通车 o 到 2012
年. ，汪国性路营业旦程将边.，)

至否万EE
11 万叶旦以上.到 2020 年 .41.
国性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2 万

叶立时土。其中.性路快速在 iA

间将 4A 全国 90%":.1.土人口。

(~埠，(人民日报))

向新技术纤维研发取得 íf(大址展

中国也奸工业排合会长郑植 t 目前农示.住

过多方努力我国在高耐技术吁地开发方面已坦

取得重大进展。到 2却011 年且..扎戈国高耐4扯￡才术ι忏蝉
斗将夺实3皿见初共且榄

回氏任棉发展的兔需-求。

据了解..十一豆'期间.扎国也奸产止在技术

进步、产业升蝇、耳址友好、描耳坦对平等方面不断

升扭钊曲，已，扭扭前、电咽克成 T <{t. tt.I.. JI:...十一

五发展指导愈见》中的各项抽样。

目前.^从人国内市崎J主匕4看\".j化ι".忏?产业为甜扭抒业
及其他二业提 4供共 T 大量饨 J质a
房原阳料.化吁占悻扭1'1忏摊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在耐
卦材料咽域的部响力追步增强。在国际分工万， r"
中国化叶产业的地位且加宣妥.尤其是址槌 jt.，在
此企'1曲技术的吏飞监址.使中国在世界大宗也忏

品种牺战占据 7j..斗争地位。
{采掘，('至碎日报))

l叫1二m~拟JIJ" 一张 l安1"综合 \Y.i.~"'ì:全国~I二地

2UlO -+ 9 月 10 日国 .t.部

发布在合林， 9 月 9 日下午国土

资源部部长、党姐书记、国家土

跑品督察悻悟之主持召开第 25

止部长办岳会议.审议并原剧

通过 7 2010 年全国土地利用
'J:.史调金监制与楠查总体方案

及实艳方'段。悻坦支强调全国

土地利用交泛调查方索的实艳

要与矿丛""在奎、矿产资源精

力坪价成果、土地执浩、土地督

察等工作有机姑合起来.且筹

考 .$--1保田"蜡合监管 -f' 台遣

，生。

2011...氟，..ι过二--'1岳2ι-~声'

会证认为 2010 年是第二
在全国土地调查全面结束主后

的第一年.同时也是全面采用

埠晶监制成果、实艳土地追浩

问贵的关键一年� iId页榈底改

变仲蝇的土地变是调查模式.

充分应用追感监制等曲技术耐

方墙.快迫支曲各且土地调金

扯据碎，提高土地变是调查的

此事。

会议指出， 2010 年土地变
是调查耕地址采用二次调查创

立的"二7两主楠查模式.掌担

全国 31 个省{区、市)年度土地

和1 )1] 变化睛，几.悻持全国土地

调查敏据的现势性.实且土地

调金基础批据人人被动植壶地方

-"，鼠盹叶到国家主动监删陆

聋的重大改变.实政 L国土资源

监管方式 A人"1':λ盘营地 "JIJ" ，，:I，国

管地的特变:同时扩大成果应

用的啤度和广度，进一步发样

土地调查成果的服务和支持作

m. 为土地资源日常管理提快
感础资料。

会议强调.要充分适用此，欠

'J:.史调金工作的成果，把土地

利用、海洋川 l蜡、矿产资据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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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执浩等工作需求蝇筹安

排，坚持钝易'需求.蝇一晌直相

关资料挂据:进一步加强对资

种数据解译、底囤生产的监管.

使-，长囤站合监管平台史具

埠合性、科学性.并早可能且实

且土地利用吏史址据的在找上

报.同时.要加强于预算、财务收支

1" m ，0/1"1' 悦
专项管理使交史调查的技术方

浩、扭扭实艳形式制度化盹范

4匕。

(来源国土资源部}

广州眼运场 tff钢结构施工采川多和 l'脑技术
豆盈豆远工租足足二叶拖工企业管

5理喧能力

正才如如h如，奥埠会、世博会的崎馆建

设一样.椎动了轧国建且业也

工水平的提高。

据了解.广州亚远会共赴

罩了 53 个比赛崎馆和 19 个 i)ll

p排场馆形成五大亚远崎馆群.

其中有 12 个甜哇崎馆。亚 ill会

工程后，于大型且杂项目群.哇

筑物蜡构新捅进型奇特.艳工

难度大在设计也工中采用了

多项甜技术。

亚运棉合体育馆工程、网

球中.~工程、南政体育馆工程

艳工采用了多项新技术。其

中..变曲中大曲和悼面，青水

混提土墙视机技术"、且层轮

轴式空间拉住结构制屋架子贡

应力技术"均已通过有关科技

成果鉴定.分别达到了国内崎

先水乎和国内先进水牛且这

两项技术为精心技术蝙写的

施工工法获评为 2(X)9 年广东

省且工址。南，少体育馆的乱层

特特式空间张拮姑构制屋架

的国内首次应用 o 双层轮轴式

空间推拮站向是近几年友展

起求的一种新型大琦皮于资应

力制及架结构形式.制及架向

叶内两层立性为 98 米、41.6

米的耳战张住结构叠加而成。

桐丛架在于现应力拖加之前.同 j

度不，~.是一个不稳定的姑

构，必姐摇过临时主样体系叶

铜丛架固定最后，项目 '1'坦
过多次论证，采用了叶外层分

4 批叶内层分 2 批每批同时

张拉 9 根钢余的方案取吁成

毛力。

像这样的艳工曲技术还

有亚运会同班中.~工程禾 1月

了双圆品宜 r..) 组合适生!抖柱
也工技术、制型墙体材科聚家

机颗拉保，显啡浆艳 E技术、宝

气源热泵惧品水战术。亚运跳

水馆禾用高制边招惶惶新工

艺外旅墙榈姑构拖工禾 JIl1安

全快捷的整体吊装法等。

{来源《建 3在时报))

调#侄ffti攻 l豆豆 .I{.IJ 促址服务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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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国务院批准进

行丁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看

M.ft政区域变史的事.实质上
是行政且如 i调整时史有力地

服务于挂搏发展。

1 北京城区..四合二".整

合利用植 ω 区资源

崇文区和盒式区是北京

18 个行政区中发展壮慢的两

个区现古文区并入东主戍区、

宣武区并 A 西城区.实行四

合二后有专家认为有四大卅

处 (1)有利于#进幅 ~ß.南北

区域均荷发展， (2)有利于提高
棉 .1:.; 区的承拽住力和服务水

乎，(3)有利于加强历文文化名

吨的整体保护， (4)有利于降低

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措 2年。实际

上说白了崇文.宣武两区址 4夫

是不f 立间支有经济实力.老

东跑西战两且是有坦济实力

而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过样

一整合忧势互补，多合后奥运时

期北京梢降，显的建筑市崎拉

入了新的活力，发展势佳选一

步加快

2 埠圳特区范围扩至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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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圳特 E 原由罗湖、拍

田、南山、盐回回 E组成面和
327.5 平万告里现将支支、龙

岗的人特区.曲和扩至 1991

乎方叶立，面积增加 5 倍。 300

多平方公立的，来圳特区历坦

30年改革开址的建设.取悍了

再煌成蜻制约坦排发展的就

是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土地的

精战造成房价持蛙升高。现在

培圳进入了大特区时代.发展

空间大为拓展叶化化，末圳产

业布局，苯 1't. i束港合作促进
埠(圳)、(牟)盖在(州〉一体

化发展.提升战市化水千具有

扭兵，采远的意义.同样也蛤培

地区建筑止发展带来新曙品。

3厦门特区获扯扩至全市

i患意味着厦门特区从岛

内 131 乎方叶立〈忠明、胡旦

两个区 L 延伸到岛内叶 1573

平万岳里〈增加海，仓、集关翔

安、同安四个区) .面和增加 11

倍.实5见了行政且划、组济特

区、台商才是资区二区合一

将建设"两大基地.四大中心

\即高曲技术生产研发基地、

叶台主乱合作基地、玩且物乱

中.~、金融商贸中 u 、品增会

展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这 Æ
厦门发展中又一重大历史机

遇.持有利于厦门在 3巨大空间

和支高的乎台上发挥海峡西

岸重要中..:.;J或市的作用。

4J二海南正区并八浦东耐
区

2011-+暴1••!届-~~卢B

浦东耐区曲和达到 1210

字方叶立〈新增加的原南汇区

&50 平方叶立足长江三角剧
冲击平原的一部分成陆收

吨，住于上海市却)占丰海全

市面和五分之.常住人口 412

万人，挂济 ES量占全市 1/4 ~:.l

土。新的浦东、甜且不住拥有陆

东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大

恃钝国家组开发 \R. 又增加 T

洋山保住港区、上海临港新战

等 i正在快速发展的甜的国农

产业集束区. ~1汇并人浦东新

E 后朵，虎品翼，计划 m 10年

时间地区生产品值占上海市

比重超过 1日.耐浦东开始了

"二，大创业"。

5天津撤 3区并为埠，每新

区

撤销天津蜻洁区江沽

区、大港区设立时的天津，实

海甜区。原埠海耐区范田二旦仍

拙立有 3 个区得在.形成�大

区会小区"区中有区..

什政管理非常不晒。现天津堪

培制区地戈 '1曲和 2270 乎方公

立.常让人口 200 万。此，大一

，人摊销3 个区.调整力度之

大.国内培海区战所罕见 .4

"-实主见了行政架构柑向高技曰

6 壶庆 i~中国内陆唯一国

家组新区

2010 年 6 月 1" 日.重庆

西江新且正式挂牌根据国

务院批且文件两且新区将是

政策呆忧的新区其政罩在仅

经万1EB.
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培合配备

改革试验区政某国务院 3 号

文件政革的叠加同时国务院

明确指出，重庆西且新区政革

将比照浦东曲臣、天津填海新

区。苗 \RA见 "1曲和 1200 平方

舍里.其中可开发建设曲和

550 乎万叶立。

7 地阳 3 区合署哇大坪 ~1

今年 z 月末.吐阳宣布叶
行政且削追行局部调整.特东

盹臣、坪南新区、航高基地合

署办企。大埠，衍地哇地扭

〈晒)、，九本(埠)、辽鞍二三条战

阵的连接，市.十二届全埠会将

在过旦召开.这为承揽各项基

础设艳崎馆建设提供了千在

唯造的机遇。大浑南的模式为

加速推进沌，.老工业基地全

面再苦提供丁有力的支撑。

以上行政区划调整.持有

关地区带来了 a直接的政革
资晴.也增加 T 新的土地资

埠。

宁集回来乱一些地方财政收

入比拉大的来源是土地财

政的话邮么朴 Æ. 大量的土
且此为许多地区加大投资筹

集资金提快了有力的支撑。国

家蛙蜡盹予扩大丁的特区先

行克试"的改革权.为科学发

展提性丁强大动力。有投资就

要接吨划实艳项目.有投资就

有建筑工程这些情息值得引

起，u.t 市场开拓者们的关证。
{来源中国建造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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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达华 111:纪低碳 l\j"é帜极打 I~迸人才队伍佳设
在当前低吼坦济迅边发展

的时代大潮下.北京 i4华世妃
低吼研究院和扭推进入才队伍

建设.为 4氏暖院各嘀业务发展

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扎院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主

才在为人才提棋良好的发展平

台.要引来人才、留住人才.取得

了良好成睛。新近又有两位博

士加盟轧院.为且随哇设高层

，义、老中奇相蜡舍、面A专业广
边的人才队伍培峙加瓦。

纠正广博士，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耳境学院.蛙济学博

士'主z攻之人口、资源与环3境企组济

学。研究蜻域为耳址坦济、节能

战排 4低氏喊挂济

融、排4吁亏4杠又支晶、企止耳境营理、

企止耳境蜻此评估.区域经济

友展、主体功能区。著作，但四月-

2020 年中国"两高一资行业环

境坦济形势分析与预制》部分

执草人。植立或合着学术论文

10余昂.撰写研究报告 20 万字

左右。

λ 且R感言:
能源安全与耳境，亏袭是中

国可持结发展面临的重在问

题.低毒茨坦济和耳境坦济的研

究和发展、政革和技术创新和

实艳时悻障能源供培、提高能

源赴牟、悻护耳境具有重要意

义。雄护生态系蝇健康、保护人

类发展耳现己组成为扎们不可

推卸的历史使命。

白吏博士.毕止于东北时挂

大学.且济学博士唱主攻世界经

济专业。研究咽域为后发大国

蛙济学世界坦济产业蛙济.低

吱组济。著作曾发农过学术论

文川篇.其中.中文措心期刊 4

篇。

入llR感言
达华低唱院担负着中国崛

起与可持蜡发展主重大使命

在达 1在从事研究工作.就是将

自己的事业与咀国的美好明天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人生呆重

要的意义也作就在于此了。

北京达华世妃低吨院还鸪

收有攻培博士学位研究生如 l院
里实习.参与部分重大理题研

克。

Il"-哇盹惧楠]

f达 4扣的儿埠》系 [JJ 丛书在董事长杜水件同志的指导伞，蜗委会全体自

同占的共同努力下巳于 0ilDl 们 &1DI 川成电成蝇辑 l!lI盹任务.杜尔体同志'
为此书撰写了总序 σ'

."'''1_-'
'‘=马、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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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华成立于 1993 年.至

今已整整 17 年。 17 年的风

雨、17 卑的岁月.提呆了全体

达华人垠争创业的国血和汗

水 ;17 午的拚搏、 17 年的巨

变.展且出迫华集团的制成就

与耐气象。

17 年来通过边华人的共

同努力.取得了稳步发展.创

造了一些财富。但是.在们的

追求不但但是把埠华做大做

强不但仅是为了金 'J.II'~蛙排放

2011J叫'期性ι 半-"'-~I



阳川刷刷、 6

.l1.Jt 重要的是通过企业文化

的发展与仲永.为社会为过个

伟大的时代留下一种坚品不

Jt.. 持之"性的备斗精神留
下一种闺结友堂、和情发展的

人文柑神。《迫华的足迹》这会

丛书.是叶~华 17 年来发展

成果的汇总.是全面展示了达

1鼻科学研究、分企司发梳 ;I••

租监理招标代理、 L 程在询

等事业的发展成就是达华发

展史上的一个亮在.是达华的

柑神财富。

在不断前进的边华的各

项事业中.企纯文化眈是这一

事业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也

是边华人的一种精神需求和

心且追寻。志样在达 1再精神方

面眈伶永光大、又发展创耐

2011牟第 1蝴(�.i::<ι非每;;-..-..J多}

元提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

的问题。过会丛书是达华企业

文化的捕部丛书的脑肉'叶子

边华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一件

功在千秋的大事.是 4.姑历
史、承上 A.'; T .拙拉开米、脏务

当今、开创衣求的重晏事件。

为人们了解迫华 .7解达华的
文化内函打开 T 一个窗 P.

..忆往昔.呻哇岁月棚。

面叶过套丛书.忠蜻万千往

事历历在目。从边华的成立.

发展 "1今天耻碍的一些成
此.成为工柑沓询业的品牌企

此.令我唯此.~.悍的.是许多

老咽导、老朋才且在边华的成长

中姑掉排于了鸪切的关邮与

扭大的支持。 19‘J3 年 12 月 1

日原因务院副总理康世也同

E必f定必'"
志为边华告司题字"悼念耐技

术、开发耐能源.为达华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原全国且协挂

济姿员会主任、国家叶公常务

副主任彷雄中.原全国政协坦

韩委员会副主任.电力二业部

部长史大楠原因京发展计划

妥员会副主任、中国玉和飞在询

协会会长命哇 'A.全国政悼委
员、原中'在叶司总担理王武

且.原国京也同奋司岳工程师

周小埠.国东发政委能珠研克

昕前所长、中国能海学会副会

长周风起 "f- 咽导在过范时指
明方向在血唯时排忧衅 'fl.
在顺利时植醒'萨钟.在风，良中

悍驾护航。在此.向所有关心

达华、支持边华的明导和朋友

蛙旧址挚的感南伞，哀.~的视

十二本书书名

2一《兰兰司辅导出话;c揭》
Z二《封住团提居纽翼》
2三《团军四百幅画工晤匾理
罩嗣如忻》

2 四:(ô!.，f"'J1<工帽监理国实》
2五《朋目曹理直骨》
2.-，，(国崎嚣隅封析》
2t ，(主悍自由雪明且忻》
2J飞.(工理ttll' 剧与IJ11I3曹理
立回》

2 凡 (1臣柑盟军呼朋R论宜'很》
2+.( 雪花圈�十二 E" 幢盟副 VJ
研究》

之十一《申曰5姐酣睡暗面提
l!!!iMUìC 瞩》
2十二《时盟国置旦出晒吕西
暗面目体而晴及唱矢回南f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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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必使现?
福'达华的今天也是全体

达华人共同奋斗的姑泉。没

有全体员工努力拼搏、'键而

不合.百折不在奋发圄强的

精神 i左华的发展是很难扭

象的。借此机会.轧代表&司

董事会向达华全体员工址旧

址挚的感谢'

当今.坦济金埠化日趋益

琅.扎国蛙济交飞植进玉程

杏询业的竞争越来越逝，叫.

叶如识与技术的要求越来越

禹。要建立百年达华.首先要

峰养一立高水平、高;余质的

技术队伍。罔此.扎们必搁在

全面提升达华品牌的同时.

担达华打造成一个崇尚道

德、讲克实际、吨情为本、永

不满足的百鸟企业。此剧且

二L学习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

方浩.学习引崎世界的坦济

理性和高端的工程谷询技

术.学习也秀的品暗和高尚

的风格，学习互助互:在与和

谐快乐的件件精神。作为达

华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菌结

合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地学

习和理解耐如识、耐方浩，不

断地丰富自己，克总白扎，为

达华的基业树立远大的理

担.不断世励自己，展且自

己。过是时代的需要.是企司

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全体

员"'-自我进步的需要。

回脯过去.令人攻欣且

舞.睛望未来.史是情心满

吓。今天轧们又冉翻开甜的

一页.迈出甜的一步。扎们每

DAH/..~i'HI';1 ‘肌

一位边华人要撞结发胡埠石

上山的拼搏精神.用一乱的

素质树一埠市象 z 用一，岚的

服务 .~IJ-~，底的业睛。在们不

仅要赞美达华创造的辉煌业

晴和谱写的幢宏诗篇 i王要

战力同 U 齐之二合力用自己的

心智与双手创造史加邮煌的

4-埠'也共同机拍达华.衷心
地祝愿达华在未来的枉程

中.创造出 ý!..加灿拦、是加美

骨的明天!

董事长、总坦理=

d传~
二 0-0 年十月一日

沉痛卡除山西临汾分公司经贝贝李作林同志'

，忠实、诚信、敬业的楷模
4民主'"""毛'"盹i"~'5::r毛主-<哇，.省，��也二，已亏.，..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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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桦山西临叶分合司

坦理.高且工程师。今年 72

岁曰主民年逾古稀叶企司何是

一腔赤址。他试实、豆豆、坦

荡、元和的人品和进章守制、

副苦敢业的 L 件作风.令人崇

敬!

勤佳企 '1止淳朴和善

~作样同志.出生于山西

省临叶市乔李性北千美村.是一

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贫苦家庭。

自前刚强 jE.且淳朴实在、为

人和总.在部里乡亲中有很好

的口碑。 1959 年 1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嘈 1966 年毕业于太

原工学院水利"'-程系，1968 年

分配到山西省水利斤. 1978

年调临叶地区耳悻办， 1987

年调临叶行署建设局曾任副

2011年第 1期位 ι 半L.-J问



~川 nu (;U:、c
总二程师。 1999 年追体后在 i在

华监理咨询有 11'-叶司十四部

搞生，告且理任4 监 õ2(阳3 年起
任山西惦叶分叶司任挂理。成

立之初.业务受少.仕益低下.

整个 2004 年二k丰年元有一项
此务.原来的人员相且离开.

另谋高视。在曲 t降生存扭度垠

稚的情况下.他，是有追捕而是

调整发展思路.采取走出去

主动本".讲 J质量.讲讯惜.

20()4-'f- 下丰年业务量开始回
升 .i'J 出了生机到 2010 年底
合同割从起初的儿万 4发展

到 170 辜万元，。

遇幸守华.}试实蛙营

多年来.李作样同志认真

'民M.迫华的管理.严格遵守叶

司各项制度. 1来证持时保质悻

量地克成叶司.~署的各种任

务与工作。告总司的各项报农

需要分会公司反惰的各种文件.

他们从没有揭明、迫报等吨

取 o 2010 Jf-/ .•}. 司扭扭蜗写〈分

昼司发展妃实).在地市组分

叶司中.他们第一个 :.tA 书

鸪.总告司要求的每季度财务

批农.他一直坚持接时-'-扭

而且内容最金、硕量放好。

最为唯冉的.就是实事求

是、自觉上班利润.他们的合

同如，挂土报总告司.由总告司

蝇一革章，严棉遵守合同坪

审、登记程，于.人人来不隐瞒合

目11牟尊 1糊 4丰ι 鸟'F~?I

同。合同耻明到帷后马上持

照岳司蝇定的比例姑耳.主动

打人企司雕号.一笔一且.从

不硅 1畏。且不用集团告司惜

收，总是邮么实实在在、，舟，市

址是。2010 每年底在追行财务
审计时.前往审计的会计师叶

临叶分告司肉'取埠副.友向内

心地向总公司赞扬退"临叶

分企司合间，珩足雕务清晰、

撞作战范.李且理真是个认认

真真的老实人'".

估守，张甜地护品牌

，'"琦分叶司.垣握的几阜

间业蜻嗣 T 儿</;而且业务tι
国也从单一的 .r..程监理扣'且
"1工程在询、招#代理队及全
过程项目管理.业务涉及二

生农业、哇筑、悻合且济等唱

问的工程，房询.工民建、农业

棉合开发、土地整理、水利工

程、地质虫害、钻井等工程监

理及招标代理业务等等。人员

从当啊的 5 人发展 "1且在的
25 人。这些都取在于李作作同
志的对达华品牌的看重、叶工

程质量的重视.取挠于他的

..悻守承诺、由电责任、宽容理

解‘以和为贵的挂营理念。许

多客户都是拿情誉和承诺哇

立了牢固的止务关系，业务 4足

道就越求越 J且.市崎就越来越

大。还有他倡导的"也秀员工

的J旦大准则....也秀员二的A

』E必t定必"
大心 AS. 是值吁扎们每一个

达华人来学习、来遵描

l、优秀员工的 A 大准则

(I)儿事负责任.吃不找

借口自己此是一切问题根

据 s承担贪任才能快过成长。

(2 )凡事用.;:....i坟把晴客

当土帝 γJ. 事，龙之成耻.学习

成就永朵。

(3)儿事高排准、产量号求
要叶自己 III一点事事产要

求。

(4)儿可萨和扭王动.主动
发现问坦、解决问题.和扭曲

叶盹予的挑战。

(5)只，可F田队第一.忠于
边华 I司 F人.处吐树立边华品

H卑。

2、也寿员工的五大心 .6

( I)树立亨业的心忠。做

事业人.不做薪水人=与会总司

一起成长。

(2) 叶立付 t1，的心在.收

获之前先付出.大舍大冉、多

舍多碍。

(3)树立学习的-:.:，t，。价
值是能力的交挽 ι学习力就是

竞争力。

(4) 间立长远的心怠。胜

者为玉的道理=胜者才是制度

的盐样受益者。

(5川付立感恩的心.感谢

企业提供乎台感谢同事蜡子

支持。

(分叶司管理部供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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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必t定fl!

受社总委派苏磊与程学增

到医院看望 11衍汾分公司经理李作林

/I~HL.皿 CLl.'"

近日.临排分奋司娃理李

作非本因病住院。集团告司董事

长、总坦理杜永林得知，消息

后.非和关切。特套单结合办

岳室副主任苏磊、管理部副组

豆豆手 Z 专学 9曾于 201 I 与二 2 月 25

日前往山西临叶到临叶市人

民医盹看望李作林同志。苏 d革

和程学增向李作非同志转达

T 杜忌叶他的关怀与慰问之

情.机且李作样同志早日反

革。病榻主的李作样非常敢

动.说. 这么老远杜总晶体

们来看我这种举动令扎们企

事埠受感动。非常感谢杜总的

厚走.感谢杜总叶在的关怀'。

李作样同志罔禹医洁元

姓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在大

原逝世孚年 71 )岁。集团告司

堆人参加了追悼会并 ii!.花圈

寄托哀思.叶李作昨同志的家

属蜡 T 扰恤金以示安慰。我们
不会忘记为达华做出贡献的

每一位同志'李作林同志.一

路走崎!

(分告司管理部供稿)

|阳市WJ念日于分公司经理工巨白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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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司高且工程师、总监

理 L 程师、昌乎分告司经理王

节帮同志.因.~脏禹吏发.抢

桂元址，不幸于 2010 年 III 月

2 日晚 6 时 30 分在昌平京中

逝世，遗体告别仪式于 10 月 5

日上午 8 时在北京吕乎睡怔

馆拳行享年 70 岁。

玉节帮同志生于 1940 年

9 月 15 日电1964 年 8 月毕业

于东北农业大学。随后到吉件

省水土保持试睡站工作.从此

开姑 T 长达 46 年的农田水利

L 程生涯。 19!'lO年 9 凡，调入

吉林省水主保持科学研究所。

从技术茧 "J 高组工程师、 M.一

舵科员到副王任王节帮同占

为农田水利的科研工作做出

了应有的贡 d睐。 1999 牟 12 月

进入达华.先后在辽宁监理

部、天津项目部佳品监。 2004

年调入北京分叶司 .200S 年 l

月任昌平分企司坦理 o

王节帮 i司品进入达华时

来+几年知，一日.全身心地

投入到农林水 L 程监理事业

的发展建设主中。他 a且岗敬

业、胸怀坦荡、勤勤息邑.始掉

保持着一且不苟.精益求精的

工作作且。他关、，集体.一心

为岳。他长剧肩负着繁重的监

理任务、勤备探索、副苦钻研、

任劳任坦、博闻广，只、同尤敏

性.并以其丰富的监理坦桂.

也良的服务态度完成了一个

又一个工程项目.赢得了业主

和社会的广过赞誉.为迫华的

发展作出了卓越的成睛。临件

前 9 月 30 日他最后一在采集

团企司.还为分昼司的发展提

出了良好的哇设性意见。

王节销同品的音容芷扭

虽 '-iI 离开了我们的视蝇.但他

和扭乐吼的生活态度以及特

有的处事风范与精神将永远

佳记在每一个边华人的心中。

玉节僻同志一路走甘

轧们为 f!Jl.祈持'

[分叶司管理部惧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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