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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六建2022年股东、会员代表暨表彰大会掠影
红伟 立新 摄

先进集体

先进单位
荣大建材城 市政分公司
第十六分公司 法律事务室 安全管理部
质量管理部 人力资源部 投融资管理部

优秀项目经理部
第十六分公司 洛铜34街坊5号楼工程项目部
第十六分公司 蓝光。钰龙府 1#。2#。3#。

7#楼及地下车库（二标）工程项目部
信阳分公司 洛阳平乐正骨教学基地（一期）

工程项目部
郑州分公司 河南中医药大学综合实验楼工

程项目部
郑州分公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体育场

馆工程项目部
第二分公司 国家光伏（光电）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一期工程项目部
第四分公司 豫西公共卫生中心四号楼工程

项目部

先进个人

优秀项目经理（含执行经理）
苗文来 陈 震 李合方 曹民行 朱广新
姜占力 王贤武 于战胜 黄怀亮 王 伟

优秀员工
赵新武 郭栋梁 范俊杰 孙久召 陈 硕
王宽宽 崔雨薇 赵韶轲 姬 莉 陈海茹
向天欢 王 静 都颢博 买凯文 王俊伟
张二军 董 淼 李盼盼 李正艺 陈淑娟
彭方松 杨 阳 孙朝阳 王浩林 李晨豪
常小川 石迎龙 骆连祥 侯亚楠 苏帅宜
李彦齐 赵晓博 张武汉 翟志红 李晨曦
王茂盛 李 浩 李国帅 贺瑞峰 杨蒙蒙
肖 柯 亢丽洁 张国锋 寇建淅 王高伟
张乾龙 侯小华 王 志 王晓菊 赵冬敏
王 志 张晓菲 李鹏鹏 李娇阳 李文博
陈 磊 韩军艳 张文博 王 莎 曹炳辉
布向楠 齐文轩 张伟安 左 鹏 孙花花
董 岩 张 哲 薛 峥 张秋月

优秀工程管理人员

技术负责人
陈 珂 赵鹏辉 周海亮 张艳芳 李文斌
赵晓乐 郭绍强 董光明 邱亚林 刘 勇
张红欣

施工员
郭刘杰 孙 博 王俊涛 朱文正

质量员
弓敏敏 李慧锋 周鸿儒 张 鑫 陈敬宏
张欣辉 刘明杰 张高超 李英范

安全员
韩卫锋 奚照明 焦建军 杨继红 李 斌
张伟安 刘东明 晁江川 李 亮 刘文科

资料员
石燕婷 孙敬玉 王倩倩 汪 聪 王志胜
王冯静 盛雪梅

预算员
贺 楠 于爱利 刘若雯 马晓林 刘思铭
刘伊岚 齐文轩 张建乐 李雪芹 董文静

材料员
孙 根 耿 恒 史孝家 刘笑声 李彦生
曹万周 张 淼 田保群 何万俊 孙卫涛

试验（送取样）员
王 伟 李丽娜 韩雪娇 王新艳

测量员
李兴乐 赵 伟

优秀劳务单位

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洛阳安卓娅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优秀劳务员工

唐远平 周义江 王长水 徐华锋 李 涛
杨利刚 何久林 代广才 盛春华 秦东海

2021 年，在集团公司党委和经营班子的正确
领导下，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公司经营管理目标，积
极应对克服新冠疫情不利影响，统筹疫情防控，团
结一心，凝心聚力、砥砺奋进，较好地完成了年初
工作目标任务，涌现出了一批勇于进取、求真务

实、成绩显著的先进集体和敢于吃苦、扎实工作、
勇担重任的先进个人。为表彰先进、树立标杆，引
导和激励公司广大员工比、学赶、超、勇攀高峰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经基层单位推荐、公司综合评
选，董事会决定对 2021 年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予

以表彰。
集团公司希望全体员工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学习，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发扬勇立潮头、
敢为人先精神，立足岗位、学优看齐，勇于担当，奋
发有为，在新征程上再创佳绩！

集团公司表彰集团公司表彰20212021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副总经理都少宗宣布表彰决定副总经理都少宗宣布表彰决定

公司领导参加会议公司领导参加会议 代表们听取大会报告代表们听取大会报告出席会议代表认真聆听大会报告出席会议代表认真聆听大会报告 大会会场

公司领导颁发优秀项目经理奖公司领导颁发优秀项目经理奖 公司领导为优秀务工人员颁奖公司领导为优秀务工人员颁奖公司领导与优秀项目经理合影公司领导与优秀项目经理合影 公司领导为优秀劳务单位颁奖公司领导为优秀劳务单位颁奖

副总经理郭向阳作提案工作报告副总经理郭向阳作提案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常康延主持会议工会主席常康延主持会议 董事长董事长、、总经理金跃山为先进集体颁奖总经理金跃山为先进集体颁奖

光荣榜

3月11日上午，河南六建2022年股东会暨会员代
表大会在六楼会议室隆重召开。党委书记高云建、董
事长、总经理金跃山及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出席会议，
集团公司股东代表、会员代表、列席代表及受表彰的
先进代表等170余人参加会议。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常康延主持大会。

上午9时整，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董事长、总经理金跃山首先做了题为《踔厉奋发 笃
行不怠 持续推进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
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集团公司2021年各项工作指

标完成情况，安排部署2022年目标任务。
报告指出：2021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内外

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集团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
保持了稳定运营态势，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企业形
象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工程质量、安全
文明施工、科技进步等方面均取得较好成绩。2022
年集团公司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
实行“品牌兴企”战略，强化技术引领，在确保安全
生产前提下，加强质量和成本管控，塑造发展新优
势。把握基建风口，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装配式

产业园项目、智慧建造、绿色建造稳步发展，努力实
现各项管理目标，推动集团公司健康、稳定、高质量
发展。

金跃山强调：2022 年，是我们追逐梦想、励精图
治，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面对机遇与挑战，
在公司党委、董事会和经营班子领导下，以脚踏实地
的作风、百折不挠的精神、中流奋楫的气概，锚定目
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推进集团公司稳步发展，在
新征程中创造新的荣光。会议书面印发了集团公司
工会工作报告。 （下转2版）

凝聚智慧力量 奋楫扬帆起航

河南六建召开2022年股东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党委书记高云建出席大会并讲话，董事长、总经理金跃山做工作报告，大会隆重表彰2021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集团公司 2022 年度股东会于 3 月 8 日召开，会
议选举金跃山、常康延、陈红茹、李志勇、王伯党、都
少宗、郭向阳任八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韩丽霞、宋玉
洛、焦红钦、徐竞先、胡井辉任八届监事会监事。

在3月8日分别召开的八届一次董事会、监事会
上，选举金跃山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常康延任副董
事长，选举韩丽霞任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

（综合办）

集团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产生

金跃山任集团公司董事长
市住建局领导

莅临集团公司指导工作
3月7日，洛阳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天宝、市政科科

长余潜、建管科科长卢玉兴、施工中心副主任韩耀辉
莅临集团公司调研指导工作。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金跃山，副董事长常康延等领导陪同调研。

王天宝副局长一行参观了集团公司荣誉室，随后
在五楼会议室与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王天宝指出：
市委、市政府会深入了解市场情况，加大协调力度，力
保工程建设上、下游稳定发展，希望企业能够与政府
团结一致，共同助力城市发展建设。

金跃山就当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进行了汇报交
流，并表示将坚定信心，继续担当使命、奋勇争先，为
我市副中心城市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综合办）

3月3日下午，集团公司在五楼会议室召开2022
年安全负责人首次会议。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郭向阳、公

司安全部及各二级单位主管安全负责人等40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安全部副经理童全红主持。（下转2版）

集团公司召开2022年安全负责人首次会议

2022 年3月9日，河南省建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
会第七次会议暨2021年年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听取并
审议通过河南省建筑业协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2021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会议
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新增补的常务理事、副会长
进行了选举表决。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金跃山出
席会议并当选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副会长。（企管部）

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金跃山
当选河南省建筑业协会副会长

党委书记高云建在大会上讲话党委书记高云建在大会上讲话 董事长董事长、、总经理金跃山做工作报告总经理金跃山做工作报告
33 月月 1111 日日，，集团公司召开集团公司召开 20222022 年股东年股东、、会员会员

代表暨表彰大会代表暨表彰大会。。

董事长金跃山陪同住建局领导参观公司荣誉室董事长金跃山陪同住建局领导参观公司荣誉室

33月月88日日，，集团公司召开集团公司召开20222022年度股东会年度股东会。。 七届七届、、八届董事会成员合影八届董事会成员合影

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左起左起）：）：王伯党王伯党、、李志勇李志勇、、陈红茹陈红茹、、
金跃山金跃山、、常康延常康延、、都少宗都少宗、、郭向阳郭向阳

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左起左起）：）：宋玉洛宋玉洛、、徐竞先徐竞先、、韩丽霞韩丽霞、、
胡井辉胡井辉、、焦红钦焦红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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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常见传染病
预防知识

春季是传染性疾病
的多发季节，常见的传
染性疾病包括：流行性
感冒、流行性脑脊髓炎、
麻疹、水痘、腮腺炎、风
疹、猩红热等。这些传
染病都是呼吸道传染
病，可通过空气、短距离
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
物等途径传播。我们有
必要对春季常见传染病
的预防措施有所了解。

1、定时开窗自然通
风。可有效降低室内空
气中微生物的数量，改
善室内空气质量，可用
食醋喷洒或熏蒸进行室
内空气消毒，个人用品
毛巾、牙刷、餐具应定期
消毒或更换。

2、接种疫苗。常见
的传染病现在一般都有
疫苗，进行计划性人工
自动免疫是预防各类
传染病发生的主要环
节，预防性疫苗是阻击
传染病发生的最佳积
极手段。

3、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保持工作、生活
场所卫生；饭前便后以
及外出归来一定要按规
定程序洗手；打喷嚏、咳
嗽和清洁鼻子应用卫生
纸掩盖，用过的卫生纸
不要随地乱仍；勤换、勤
洗、勤晒衣服、被褥；不
随地吐痰，个人卫生用
品切勿混用。

4、加强锻炼，增强
免疫力。春天人体新陈
代谢开始旺盛起来，正
是运动锻炼的好时机，
积极参加体育运动，经
常锻炼增强抵抗力。

5、生活有规律。劳
逸结合，保证睡眠，对提高
自身的抵抗力相当重要。

6、衣、食细节要注
意。春季气候多变，乍
暖还寒，适时增减衣服；
合理膳食，易清淡、高维
生素、宜多食些富含优
质蛋白及微量元素的食
物。要减少对呼吸道的
刺激，要多饮水。

7、勤晒被褥。
8、切莫讳疾忌医。

由于春季传染病初期多
有类似感冒的症状，易
被忽视，因此身体有不
适应及时就医，特别是
有发热、皮疹症状，应尽
早 明 确 诊 断 ，及 时 治
疗。如有传染病的情
况，应立刻采取隔离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