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5种蔬菜
尽量少买，菜贩子自
己都不吃，却有人经
常买

第一种蔬菜：萝卜
冬天的萝卜有丰

富的汁水，特别好吃，
但到了春天却吃不出
脆甜的萝卜味儿了，
萝卜的口感会变得像
棉絮一样，淡而无味，
还会出现空心的情
况。这是因为春天已
经过了吃萝卜的季
节，别以为菜市场里
的萝卜上有嫩叶就是
新鲜的，大部分萝卜
是冬季采摘下来储存
的，经过一冬天的时
间，水分和营养都流
失殆尽，即使再便宜，
都不要再买了。

第二种蔬菜：蒜苔
为了防止蒜苔腐

烂，除了要存放在冷
库里，还会在蒜苔上
喷上某些保鲜剂。喷
洒过保鲜剂的蒜苔不
但能延长保质期，看
上去还会格外新鲜。
实际上，这些保鲜剂
并没有很大的味道，
购买前通过闻一闻的
方法也很难辨别出
来，所以会有人经常
买。春季可以吃应季
的蒜苗，符合时令，味
道也特别棒。
第三种蔬菜：西红柿

现在还是乍暖还
寒的初春，菜市场上
的西红柿多数是在大
棚里种植的，也有一
部分是提前采摘下来
放在冷库中存储的，
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
是催熟催红的品种，
从表面上看它们会呈
现出非常均匀的红
色，看起来又红又亮，
可切开后内瓤却是青
色或白色的，口感和
香气很差，有的甚至
还会有臭臭的味道。

第四种蔬菜：苦瓜
春天不适合吃苦

瓜，首先，苦瓜一般是
在春季播种，果期在
每年的 5月至 10月。
种植苦瓜要求较高的
温度，因为它耐热而
不耐寒，初春季节的
温度，尤其是北方的
气温，明显达不到其
生长要求，由此可见，
现在菜市场上的苦瓜
都是大棚种植的反季
蔬菜。俗话说得好：
天 热 食 苦 ，胜 似 进
补。显而易见，天热
以后，才是吃苦瓜的
好时候，而不是春天。

第五种蔬菜：豆角
露天的豆角要在

每年 6月上旬开始收
获，7月初为盛产，所
以说夏季吃豆角才是
正当季。初春季节的
豆角吃起来口感就要
差很多了，没什么豆角
的香味，而且特别不容
易煮烂。这就是因为
季节的原因，春寒料
峭，缺少阳光的照射，
此时并不适合豆角的
生长，通过催熟来增
加产量的豆角当然既
不好吃还没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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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2929日日，，公司参建公司参建““中共洛阳组诞中共洛阳组诞
生地纪念馆生地纪念馆””工程受到上级表彰工程受到上级表彰

66月月2929日日，，公司举办公司举办““庆祝建党庆祝建党100100
周年周年””主题演讲比赛主题演讲比赛

66月月3030日日，，洛铜洛铜3434街坊五号楼工程街坊五号楼工程
主体封顶仪式主体封顶仪式

77月月11日日，，新党员入党宣誓新党员入党宣誓

77月月44日日，，公司三体系通过中建协认公司三体系通过中建协认
证中心监督审核证中心监督审核

77 月月，，名优建材城为新乡灾区捐赠名优建材城为新乡灾区捐赠
物资物资

工程现场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程现场认真做好疫情防控
77月月1515日日，，公司召开上半年技术工公司召开上半年技术工

作会议作会议
77 月月 2222 日日，，公司工会开展夏季慰公司工会开展夏季慰

问一线员工活动问一线员工活动
77 月月 2626 日日，，志愿者参加郑州洪灾志愿者参加郑州洪灾

后的抢险清淤后的抢险清淤

中州杯工程中州杯工程———洛阳—洛阳310310国道东国道东
段改造工程段改造工程

五 月

●5月1日，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专家组对集团公司承建的洛阳市第六
人民医院新门诊病房综合楼工程进行
了现场复查，工程顺利通过了省优质
工程验收。

●5 月 10 日，由八分公司承建施
工的豫西公共卫生中心（万安山医院）
2#门诊医技综合楼主体建设顺利封
顶，标志着该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月 11 日，河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公告2021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名单，全省共入选928家，河南六建
重工有限公司入选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系洛阳市60家入选企业之一。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在郑州颁布
河南省第四届建设工程“中原杯”BIM
技术大赛奖项，集团公司参加的 4 项
BIM应用项目获得奖励。

六 月

●6月1日，集团公司和市住建系
统有关单位，在洛阳明德小学、孟津横
水铁楼小学开展“爱心助学、情满校
园”公益捐赠活动。

●6月2日上午，集团公司2021年
“安全生产月”暨“安康杯”竞赛活动启
动仪式暨安全文明标准化、扬尘治理、
双重预防体系观摩会在第十六分公司
承建的洛阳蓝光·钰泷府工程现场举
行。洛阳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
市建设交通工会、洛龙区住建局等领
导出席活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高云建，总经理金跃山和集团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等593人到会参加活
动，1000 余人通过“平安六建”观看抖
音直播。

●6 月 10 日上午，南阳市宛城区
2021年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
式在集团公司五分公司承建的南阳翡
翠华庭二期项目工程现场举行。启动
仪式由南阳市宛城区住建局主办、集
团公司承办。

●6 月 16 日，郑州分公司承建的
河南中医药大学综合实验楼项目大跨
度钢连廊施工历时10个小时，历经整
体提升、高空顶推平移、高空整体下降
三个过程完美收官。

●6 月 18 日，由第十一分公司承
建施工的中南高科·洛阳智能装配创
新港-1#地块- 一期项目举行开工典
礼。项目总建筑面积 87665.63m2，工
期为 491 天，计划 2022 年 9 月 28 日竣
工。

●6 月 21 日，集团公司技术部组
织数字化工地试点项目进行“一模到
底”专项培训，就《一模到底在施工阶

段的应用分析》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
邀请广联达老师，对试点项目技术、施
工人员进行GTJ软件基础操作的专项
培训。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
诞，“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正在
抓紧施工，为保证七一前竣工，集团公
司火速驰援“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
馆改造提升工程，顺利完成施工任务，
受到表彰。

●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市
文明办和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洛阳市2020年度“文明诚信经营示范
市场”名单，名优建材家居广场获评洛
阳市2020年度“文明诚信经营示范市
场”称号。

●6 月 29 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
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演讲比赛活动。来自各
基层单位及司直机关的28名选手参加
了比赛。

●集团公司党委对中共洛阳组纪
念馆援建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市政分公
司、工业设备安装分公司及表现突出
的41 名同志进行表彰。

洛阳市“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
馆工程紧急改造提升，经过29天的持
续攻坚，“中共洛阳组纪念馆”顺利开
馆，河南六建发扬攻坚奉献精神，圆满
完成驰援任务，被市住建局授予项目
建设攻坚突击先进单位。

●6月30日上午，集团公司十六
分公司承建的洛铜 34 街坊 5#楼工程
主体封顶。5#楼项目是洛铜集团的一
项重要民生工程，计划今年年底达到
竣工预验收的条件。

●6 月 30 日上午，由漯河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及郾城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主办，河南六建集团承办的“漯
河市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暨全
钢型附着式脚手架观摩会”在第二分
公司承建的漯河蓝光雍锦湾三期项目
举行。

七 月

●7月1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组
织基层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新、老党员
代表、入党积极分子代表等在八路军
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参加“学党史、颂
党恩、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重温
党的光辉历程、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激励动员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使命担当，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
发展。

●7 月 4 日—6 日，北京中建协认
证中心专家组一行对集团公司质量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监督审
核，审核组一致认为集团公司管理体
系符合标准要求，整体运行有效，推荐
通过本次监督审核。

●7 月 22 日上午，集团公司开展
夏季慰问施工一线员工活动，分别到
万安山医院、平乐正骨学校教学基地、

中原节能环保产业园、蓝光钰泷府、玄
武门大街项目施工现场，看望、慰问一
线员工，为大家送上西瓜、毛巾、白糖、
绿豆、凉茶、纯净水等防暑降温物品。

●7月22日-25日，科技分公司、
名优建材家居广场、混凝土公司面对
灾情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踊跃捐钱捐
物，采购发电机、抽水泵、救生衣、夏凉
被、防潮垫、消毒液、食品等十余种紧
俏救灾物资，专程赶往新乡灾区，帮助
解决灾区群众生活困难。

●7月24日-26日，郑州分公司、
八分公司闻“汛”而动，组织志愿者突
击队，组成防汛抢险小组，投入到郑
州、新乡抗洪抢险、灾后清淤中。

●2021 年 7 月 28 日，市政分公司
党总支组织党员参观了“不忘初心，信
念永恒——洛耐职工怀念习仲勋同志
展览”。

●河南六建荣获2020年度洛阳市
建设领域行业十佳“诚信企业”。

●河南六建重工装配式建筑产业
园项目二期进入试生产阶段，装配式
建筑为都市圈建设筑牢“钢铁支撑”。

八 月

●7月份以来，随着新冠病毒变种
德尔塔毒株的扩散，各地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应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集
团公司和各在建项目迅速响应、紧急
动员部署、传达管控要求。按照属地
省、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应对新冠
疫情防控工作规定和公司防疫应急预
案要求，及时启动疫情防控应急机制，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保障防疫和安全生产局势平稳。

●集团公司承建的洛阳市第六人
民医院新门诊病房综合楼、洛阳恒大
绿洲项目九期 A 地块187#、189#楼、
洛阳市 310 国道东段改造工程等 3 项
工程荣获2021年度河南省建设工程中
州杯（省优质工程）奖；洛阳市第六人
民医院新门诊病房综合楼、郑州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东校区综合实验实训楼
共2项工程荣获河南省工程建设优质
工程奖。还有6项工程荣获河南省建
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奖。

●8 月 20 日，集团公司和市住建
局共同开展“携手同行 助力抗疫”活
动，为白马集团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人员送上关爱，并向社区防疫工
作者捐赠防疫物资。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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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杯工程中州杯工程———洛阳恒大绿洲九期—洛阳恒大绿洲九期AA地块地块
187187、、189189号楼号楼

88月月2020日日，，为白马社区捐赠防疫物资为白马社区捐赠防疫物资

99月月1010日日，，公司组织新员工入职培训公司组织新员工入职培训

99月月1515日日，，20212021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

1010月月2121日日，，公司开展秋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公司开展秋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1212月月1616日日，，公司与河科大土木工程学院公司与河科大土木工程学院
举行校企合作奖学金颁奖举行校企合作奖学金颁奖

1212月月2121日日，，公司开展冬送温暖慰问活动公司开展冬送温暖慰问活动

1212月月2828日日 公司举办公司举办20212021年安全知识竞赛决赛年安全知识竞赛决赛

九 月

●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河南

省住建厅组织了以“同庆百年华

诞 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全省

住建系统书画摄影优秀设计作品

展，集团公司选送了 18幅书画、摄

影作品和一个设计作品参加展览，

经主办单位组织专家评选，共有 5
个作品获奖。

●集团公司被洛阳市西工区

委、区政府授予 2020年度税收工

作突出贡献奖。2020 年，全体员

工团结拼搏，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

因素，生产经营工作取得了不俗业

绩，上缴税金2.89亿元。集团公司

已连续多年获得区税收工作突出

贡献奖荣誉。

●市文明办、市信用办联合审

核 ，市住建局公布市建设领域

2021年第一季度诚信“红名单”企

业名单，集团公司，获评洛阳市

2021 年第一季度建设领域诚信

“红榜”企业。

●9 月 10 日下午，集团公司

组织 2021 年首批新员工入职培

训。在公司设主会场，各分公司

及项目部设分会场同步进行。分

别从企业发展历程和制度文化建

设、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基本知识

与员工安全意识养成、技术引领

企业发展、个人成长成才等角度

对新入职员工进行了全方位认知

培训。

●9 月 14 日上午，集团公司

一行来到伊川县鸦岭镇高沟村，

帮助困难农户解决其红薯销售

的难题，采购了一万斤红薯，让

辛苦一年的薯农收获到丰收的

喜悦。

●9 月 15 日上午，集团公司

在第十六分公司承建的洛铜 34号

街坊 5#楼工程现场举行 2021 年

“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副总经

理郭向阳为“质量月”活动授旗。

全体与会人员进行了“质量月”签

字并有序对施工现场质量标准化

展示样板、“质量月”宣传展板等

进行观摩交流。

十 月

●集团公司新增加特种工程

（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

质。

●2021年7月，河南多地遭遇

极端强降雨，郑州、新乡等城市发

生严重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集团公司积极行动、迅

速投入到抗洪防汛、抢险清淤工作

中，捐款捐物共计 60余万元。河

南省建筑业协会对集团公司等

171家在郑州、新乡抗洪救灾中做

出贡献的会员单位给予通报表扬。

●集团公司获评洛阳市 2021
年第一批城管领域诚信红榜施工

企业。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发文公

布2021年度河南省建筑业AAA级

信用企业。集团公司等 166家企

业为2021年度河南省建筑业AAA
级信用企业。

●10月 21日下午，集团公司

特邀河南省专安消防咨询服务中

心教员，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开展秋

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集团公司

各二级单位书记、工会主席、安全

负责人，各工程项目经理、技术负

责人、主施工员、安全员及机关职

能部门有关人员等 120余人现场

参加培训，另有 400余人通过视频

方式远程参加了培训。

●为持续提高工程勘察设计

水平、繁荣设计创作、鼓励专业技

术人员创作出更多质量优、水平

高、效益好的设计项目，河南省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于 2021年 8
月组织开展了河南省优秀勘察设

计行业奖评选工作，集团公司设计

研究院参评的滨湖新城住宅小区

和建业·特区壹号住宅小区两个项

目同时获得了二等奖。

十一月

●中国建筑业协会下发文件

公布2021年度建筑业AAA级信用

企业名单，集团公司获评全国建筑

业AAA级信用企业。

●集团公司积极开展 2021建

筑工程“质量月”活动受到省建协

通报表扬。今年 9月，省建协根据

《市场监管总局等 20个部门关于

开展 2021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通

知》及《省住建厅关于开展 2021年

建筑工程“质量月”活动的通知》等

相关文件精神，深入实施质量提升

行动，大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开

展了建设领域“质量月”系列活动，

在广大会员单位大力支持配合下，

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洛阳市见义勇为协会对

2021年度“99公益日”活动优秀组

织单位、爱心企业和先进个人做出

表彰，集团公司被授予“见义勇为

爱心企业”。

●集团公司在经营工作中践

行诚信经营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被市文明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评为 2021年度“洛阳市诚信

民营企业”。

●11月5日，广联达有限公司

施工业务总经理王聚峰一行莅临

集团公司开展BIM交流座谈。

●集团公司于 11月 9日在洛

铜 34街坊 5号楼项目开展“119消

防宣传日”暨消防演练活动。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

南省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消防救

援总队联合下发“关于命名 2020
年度省级平安市场的通报”，名优

建材家居广场荣获“2020 年度河

南省平安市场”荣誉称号，同时也

是 洛 阳 市 唯 一

一 家 获 此 殊 荣

的市场。

● 由 集 团

公 司 三 分 公 司

承 建 的 涧 东 路

中 学 建 设 项 已

开 工 建 设 。 该

项目位于西工区涧东路与丽春路

交叉口西北角，计划 2023 年 3 月

16日竣工。

●11月 18日，集团公司参加

由洛阳市住建局、市建交工会联合

举办的 2021年洛阳市住建系统职

工职业技能竞赛。本次竞赛，集团

公司组织钢筋工、电工、资料员、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等 4个工种 10
余名员工参加比赛。集团公司石

燕婷获得资料员第一名，何久林获

得钢筋工第一名。

十二月

●省建筑协会发来贺信，对集

团公司承建的洛阳市隋唐洛阳城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荣获 2020-
2021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国

家优质工程）表示热烈祝贺。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发布

“2021河南民营企业 100强”系列

榜单。集团公司获评“2021 河南

民营企业 100 强”，同时还获评

“2021 河南民营企业现代服务业

100强”。

●12月 16日下午，集团公司

与河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校

企奖学金颁奖仪式在土木工程学

院举行，学院党委书记段国强、院

长王林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郭向

阳、副总工程师宋福立及土木工程

学院获奖学生、师生代表等 70余

人参加了仪式。

●12月 21日，集团公司工会

有关人员带着慰问品，来到正在紧

张施工的重点工程——涧东路中

学、豫西公共卫生中心（万安山医

院）、中原节能环保产业园工程等

施工现场，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

开展冬送温暖活动。

●12月 28日上午，集团公司

2021年安全知识竞赛决赛在公司

六楼会议室举行，市住建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许向阳，市住建局安全

监督管理科科长杨森，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高云建，总经理金

跃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常康延，副总经理谢勤娟、郭

向阳，总经济师戴兵等领导出席活

动，部门及各二级单位相关人员共

计50余人现场观赛。1000余人通

过“平安六建”观看抖音直播。

●12月 31日上午，洛阳荣大

建材城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结

表彰大会在市场办公楼会议厅

顺利召开。河南六建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洛阳荣大建材城

董事长高云建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

（上接2版）
（上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