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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路桥集团“高质量均衡发展” 

劳动竞赛表彰决定 

 

为了充分把握首都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激

发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推动主营

业务协调健康发展，确保各项生产任务按时完成， 2018 年，

集团公司在重点工程建设、道路桥梁养护和工业建材生产三

大业务板块开展了以“高质量均衡发展”为主题的专项劳动

竞赛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各参赛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精心

安排，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积极参与，在集团公司范围

内形成了劳动光荣的良好氛围，使各工程、厂站在安全、绿

色、质量、进度、效益等方面得到全方位提升，为全面完成

集团公司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表彰在劳动竞赛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单位和优秀职

工，经各参赛单位自检自查，集团公司总部各相关部室联合

审查评比，集团公司劳动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决定授予重点工

程建设板块市政集团延崇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第 1标段，

道路桥梁养护板块养护集团门头沟日常维护项目，工业建材

生产板块建材集团路驰分公司等 24 个参赛工程、厂站为“劳



动竞赛优胜单位”；授予其它业务板块建壮咨询公司等 3 家

单位为“劳动竞赛特别奖”；同时，竞赛活动领导小组授予在

劳动竞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总承包一部第三项目部张建伟

等 60 名同志为“劳动竞赛优秀职工”。 

集团公司号召全体参赛单位向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学

习，学习他们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岗位建功，

勇于创新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不断进取的创业意识。在

新一年度的竞赛活动中，以集团公司“六大专项工作”为载体，

充分调动全体参赛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狠抓落

实，严格管理，确保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附件：2018年度“高质量均衡发展”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特别奖及优秀职工名单 

 

               市政路桥集团“高质量均衡发展” 

              劳动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月 30日 

 

 

 



附件： 

2018 年度“高质量均衡发展”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一、重点工程建设板块优胜单位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负责人 

1 北京轨道新机场线一期土建 05标 市政集团四公司 夏宝坤 

2 延崇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施工招标第 1标段 市政集团一处 连新增 

3 北京市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04 标合同段 市政集团四处 张新全 

4 北京亦庄水厂一期工程 市政集团二处 仇立发 

5 北京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 04标磁各庄站站前明挖段 市政集团三处 杨永亮 

6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新机场区间土建工程 02标段 城乡集团基础总承包部 尹纪伟 

 
7 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北区）项目一标段 城乡集团工程承包总部 高峘 

 
8 人民大会堂广场改造工程 

养护集团市政工程一处、瑞通

十一处 
高玉明 

9 
2018年三环主路（分钟寺桥东-丽泽桥北）大修工程施工 1标—三环路

主路（分钟寺桥东-赵公口桥东）大修工程 

养护集团市政工程四处、市政

工程五处 
杨硕 

10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 3 标 

 
总承包一部第三项目部 宁伟 

11 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南五环-北京新机场）工程施工第 3标段 总承包一部第一项目部 谷文元 

12 武安市旅游专线道路工程 
总承包二部武安旅游专线项目

部 
宿利平 

13 北京市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03标合同段（一工区） 总承包二部新机场项目部 张鹏 

 



二、道路桥梁养护板块优胜单位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负责人 

1 门头沟公路日常维护 养护集团瑞通八处 侯占军 

2 怀柔公路日常维护 养护集团瑞通三处 王秋云 

3 日常维护工程（京顺路以北） 养护集团市政工程二处 李坤 

4 桥梁日常维护工程（海淀西） 养护集团市政工程四处 郑海明 

 

三、工业建材生产板块优胜单位 

序号 优胜单位 负责人 

1 建材集团房山沥青厂 江兴林 

2 建材集团路驰分公司 李辉中 

3 高强公司大兴分公司 刘海云 

4 高强公司西道口站 王建忠 

5 港创瑞博公司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盾构管片供应项目  宋玉剑 

6 住宅产业化集团燕通公司 任成传 

7 北京都市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明涛 

 

 

 



2018 年度“高质量均衡发展”劳动竞赛特别奖 

 

项目名称 所在单位 负责人 

西站地区北区项目部 恒兴集团 肖希福 

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 科技发展公司 王国栋 

北京市政路桥锐诚科技有限公司 集团总部 孙建波 

 



2018 年度“高质量均衡发展”劳动竞赛优秀职工 

姓名 所在单位 所在项目 

王娟 市政集团一公司 
延崇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第四标段项目

经理部 

丁彩霞 市政集团二公司 新机场轨道线 3标（三工区） 

王鹤 市政集团二公司 福州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工程 

高冠军 市政集团二公司 福州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工程 

夏宝坤 市政集团四公司 北京轨道新机场线一期土建 05 标项目部 

张旭 市政集团一处 
延崇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施工招标第 1

标段 

马骏东 市政集团二处 亦庄水厂一期工程 

李军勇 市政集团二处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黄村水厂 

邹佳豪 市政集团二处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黄村水厂 

于春波 市政集团三处 
北京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 04标磁各庄站站

前明挖段项目部  

赵东华 市政集团四处 
北京市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

04标合同段 

陈殿富 瑞通一处 海南省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 WYTJ10标 

杨东 市政工程一处 人民大会堂广场改造工程 

田悦 四工程处 密云县马北路道路工程 

董佳琦 第十公路工程处 世园会大市政 1标 

闫晨明 第十公路工程处 世园会大市政 2标 

吴雨 瑞通一处 通州区公路日常维护 

李会娜 瑞通二处 顺义区公路日常维护 

刘海龙 瑞通三处 怀柔区公路日常维护 

张金臣 瑞通四处 密云区公路日常维护 

费小永 瑞通五处 平谷区公路日常维护 

高凯 瑞通六处 大兴区公路日常维护 

张强 瑞通七处 房山区公路日常维护 

王双英 瑞通九处 昌平区公路日常维护 

胡垚森 第十公路工程处 延庆区公路日常维护 

熊志强 市政工程一处 东城区日常维护工程 

马志凯 市政工程二处 朝阳区日常维护工程 



李昆 市政工程三处 海淀、石景山日常维护工程 

付蕾 市政工程五处 丰台区日常维护工程 

赵万吉 城乡集团工程承包总部 
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北区）项目一

标段 

张延立 城乡集团工程承包总部 朝阳区垡头地区焦化厂公租房项目第二标段 

周亚娜 城乡集团工程承包总部 
四川广元市利州区军民融合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马东杰 
城乡集团基础设施工程

总承包部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新机场区间土建

工程 02标段 

张慧霞 城乡集团翔鲲水务公司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亦庄调节池

扩建工程施工第一标段 

刘月文 
城乡集团通成达水务公

司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亦庄调节池

扩建工程施工第二标段 

王崧会 
城乡集团京水建设集团

公司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亦庄调节池

扩建工程施工第三标段 

高喜涛 
城乡集团金河水务集团

公司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干渠亦庄调节池

扩建工程施工第四标段 

刘辰 总承包一部 第一项目部 

王煦 总承包一部 第一项目部 

张建伟 总承包一部 第三项目部 

郭庆杰 总承包一部 第三项目部 

李砚辉 总承包一部 廊坊项目部 

李彬伟 总承包二部 新机场线 

冯力 总承包二部 新机场线 

曹伟光 总承包二部 新机场线 

王燕秋 总承包二部 武安市旅游专线道路工程项目部 

杨宏宇 总承包二部 武安市旅游专线道路工程项目部 

王玉平 建材集团 路驰分公司 

张兆光 建材集团 通州沥青厂 

张月兵 建材集团 房山沥青厂 

咸雪松 建材集团 昌平沥青厂 

刘波沣 高强公司第一搅拌站 
京秦高速公路（北京东六环至京冀界）工程

商混供应 

任忠华 高强公司西道口站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商混供应 

郭光贺 高强公司马驹桥站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大兴段）工程

商混供应 



赵  凯 高强公司大兴分公司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商混供应 

崔增洪 北京港创瑞博 
北京港创瑞博公司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

期工程盾构管片供应项目 

马艳艳 北京港创瑞博 
北京港创瑞博公司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

期工程盾构管片供应项目 

张印川 住宅产业化集团 燕通公司 

何长黎 住宅产业化集团 燕通公司 

王明涛 都市绿源 无机料生产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