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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年先进表彰事迹宣传专刊编者按：

2017年，中材建设有限公司全体干部职工紧密围绕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战略，立足“做优、做强、做大”业务定

位，秉承“市场、调整、创新、提升”工作方针，爱岗敬业，创新进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公司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公司荣获了鲁班奖等众多奖项，并在2017年度评选出——五星项目经理、技术创新标兵、管理创新标兵、安全生

产标兵、财务管理标兵、优秀外籍员工等先进工作者。本报本期特编印公司2017年先进表彰事迹宣传专刊。


阿尔及利亚BISKRA项目（一等奖）

尼日利亚UNICEM项目\沙特UACC项目（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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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ny Mokwadi ，女，1981.7.25生，Grade 12 文化

程度，南非PPC项目部资料员。

Tinny Mokwadi女士是南非PPC项目资料管理员。

她踏实肯干，待人热情，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在高质高效

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协助完成签证办理、当地劳工管

理、业主联络、社会责任管理等工作。在南非PPC项目工

作的近两年时间里，Tinny更加认同公司企业文化和价

值理念，对公司忠诚热爱，积极推动公司与当地社区融

合，在项目针对社区幼儿园、小学的爱心捐赠活动中，积

极联系、及时传达，协助公益活动推进，宣传公司品牌，在

促进项目在当地树立良好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AYI ITA AYI，男，1961.9.22 生，大

学本科，尼日利亚子公司高级顾问。

Ayi Ita Ayi先生熟悉尼日利亚建

筑建材市场，尤其在跨国集团与尼日利亚

政府公共事务处理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

和资源，作为中材建设尼日利亚公司高级

顾问，他热爱企业、勤奋工作，具有强烈的

责任感和主动性，并积极为公司在当地发

展献计献策。他充分发挥熟悉当地市场

和文化的优势，积极推介公司，推动公司

与尼日利亚政府及部分州政府建立了良

好关系，同时细心筛选目标市场，积极建

立市场渠道，为公司在尼日利亚多元工程

市场开拓、产业投资发展和项目顺利执行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INNOCENT AGBONZZKE，男，1981.4.15生，大学本科，

尼日利亚EDO二线项目部土建工程师。

Innocent Agbonzzke先生在水泥工程建设领域具

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从2014年11月至今，先后在公司尼

日利亚UNICEM项目和EDO二线项目工作，担任土建工程

师。他专业技术过硬，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高质高

效完成本职工作；同时，作为公司尼日利亚当地员工，他

积极帮助项目部更好地与当地分包商沟通，为项目确保

土建施工进度、项目本土化实施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

献。他表示，他已是一名CBMI老员工，他热爱CBMI，将为

CBMI在尼日利亚的持续发展努力工作。

Evgeniia，女，1986.2生，研究生，赞比亚中材水泥

项目部库管员。

Evgeniia女士中文名字叫热妮雅，来自俄罗斯，曾

在中国辽宁师范大学留学，作为赞比亚项目库管员，负责

项目物资材料管理工作。她把自己岗位看成是一个机器

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虽然很普通，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在这种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下，项目物资材料、库

存管理整齐有序，井井有条，为现场施工提供了良好服务

和保障，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誉。她热爱中国文化，一直

努力学习中文。她崇尚并践行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爱自

己的岗位，为能加入公司这样优秀的企业而深感自豪。

GUENFOUD FOUZI，男，1984.10.3生，大学本科，阿尔

及利亚BC项目部安全工程师。

Guenfoud Fouzi先生从2015年至今，先后在公司阿

尔及利亚BISKRA项目和BC项目工作，担任项目安全工程

师，主要负责项目现场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他精通中、

英、法三种语言，专业知识过硬，工作认真负责，性格开

朗、乐于助人，与项目现场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文化

习俗的业主、同事、分包商人员相处和谐、高效工作，为

BISKRA、BC两个项目良好的安全管理和实施做出了重要

贡献。他表示，如今已完全融入中材建设大家庭，希望为

这个大家庭创造出更多成绩。

Hammoudi Zahoua，女 ，1990.11.2

生，研究生，阿尔及利亚分公司外账会计。

Hammoudi Zahoua女士爱岗敬业、遵

纪守法、积极主动，具有较强的财务业务

能力与沟通能力，在当地税收、账务处理

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建议，对中方人

员布置的工作任务，能够高效、准确的执

行，是中方财务管理人员的好帮手。同

时，她能准确的将项目诉求表述至当地工

作对接部门，积极地推动了公司与当地政

府、财税部门的关系，是项目与当地沟通

交流的“粘结剂”、“润滑油”。 Zahoua深

刻认同中国建材集团企业文化和价值理

念，热爱公司，团结同事，希望与公司携手

共进，共创美好明天。

Kirill Sharapov，男，1988.11 生，

大学本科，俄罗斯长城汽车项目部总工程

师。

Kirill Sharapov 先生 2012年到公

司俄罗斯拉法基项目工作，担任项目认证

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工作任务。他

参与了公司在俄罗斯市场业务拓展工作，

成功取得了俄哈佛汽车制造厂的合同。

他兢兢业业，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放弃在

城里租住，主动搬到项目部居住，利用自

己在俄罗斯的资源，积极开拓市场业务，

扩大公司在俄罗斯的影响力。他热爱中

国文化，主动学习中文，认同集团和公司

价值理念，他表示，将倾尽所有力量，为公

司在俄罗斯开拓更多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Langson masanyinga，男，1977.3生，大学专科，赞

比亚中材水泥项目部安全管理员。

Langson masanyinga先生是一名赞比亚籍当地员

工，曾在拉法基水泥厂工作了12年，熟知拉法基安全管

理理念。他到公司项目工作后，主要负责安全管理方面

的工作，已先后组织800余人次接受各类安全教育培

训。他在工作中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凡是要求别人

做到的，首先必须自己做到。他每天深入施工现场，查找

主要危险源，把现场创造成安全和文明的施工场所。同

时，他能充分发挥自身为赞比亚籍员工天然优势，便于对

当地分包队伍管理，为项目本土化经营做出了较大贡献。

Margarita，女，1993生，大学本科，

俄罗斯长城汽车项目部技术资料负责人。

Margarita女士2016年加入中材建

设俄罗斯分公司，担任人力资源管理专

员，经她招聘的大部分俄籍员工目前都已

成为各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鉴于出色

的业绩表现，分公司聘任她担任要求更高

的资料负责人，负责管理工程技术资料。

她工作认真负责，遇到工程师提交的资料

有问题的时候寸步不让、果断坚决。她工

作努力，锻炼了自己、带动了他人，改变了

一些俄罗斯同事做事拖拉的缺点，充分展

现了爱岗敬业精神和拼搏精神，在俄罗斯

分公司员工队伍中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

头作用。

SAHRAOUI MANEL，女，1990.7.22生，穆斯林民族，大

学本科，阿尔及利亚ZAHANA项目经理部财务助理。

ahraoui Manel女士从2012年大学毕业至今，先后

在中材建设阿尔及利亚多个项目工作，主要负责财务管

理、翻译、人员招聘、工资社保等工作。她工作认真负责，

勤奋细致，在繁杂而艰巨的工作面前，勇往直前，从不退

缩懈怠，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在当地财务税务、劳资社保等

方面的问题，捍卫公司利益，并与当地政府、社区、劳工之

间建立起良好的的交流沟通桥梁。她表示，是中材建设

培养了她，作为中材建设阿尔及利亚团队的一员深感自

豪。

顾进军：

顾进军同志先

后在9年时间里执行

完 成 了 TITAN 、

ZAHANA 原料磨改造

及BISKRA 三个国外

总承包项目。作为

项目经理，他带领团队开拓创新，所操作

项目未发生任何安全质量事故。所有项

目超额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

经济效益十分突出。

田宝：

作为尼日利亚

EDO、SOKOTO 项目经

理，田宝同志面对当

地恶劣的治安环境

及不利的经济环境，

及时安排制定相应

预案，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他

带领项目全体员工努力提高项目履约能

力，成功签订了EDO、SOKOTO项目生产运

营及EDO矿山运营合同。

刘登强：

作为南非PPC项

目经理、党支部书

记，刘登强同志积极

克服各种难题，较好

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任务。在他的带领

下，PPC项目进展稳定有序，确保了项目

于2018年 3月份提前点火的目标。此

外，项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地社区

建立了和谐稳定的关系。

荣亚坤：

作为阿尔及利

亚BC项目经理、党支

部书记，荣亚坤同志

带领全体员工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实现

了项目450万安全工

时和安全质量“零”事故的目标，创造了

公司生产进度的新记录。在他的积极推

动下，BC项目实现超前收款，项目还额

外签订了9个拓展合同。

王彬 刘登强 田宝 荣亚坤 尚以国

顾进军 严学文顾进军证书 严学文证书 先进个人：荣亚坤

保加利亚Devnya项目全景保加利亚Devnya项目荣获的鲁班奖证书、奖杯

先进集体：尼日利亚子公司



岳冀广：

岳冀广同志在蕉岭塔牌项目

工程安装工作中，充分发挥才能，

克服各种困难，主动与业主沟通

交流，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篦冷

机、现场循环水及消防管道的安

装工作，并积极推动项目各项安

装进程，确保项目顺利实现点火投料目标。

龚学东：

龚学东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从事机械设备安装指导、设备

调试、性能测试等工作。他刻苦钻

研业务技术知识，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对施工工法进行改进创新，特

别在回转窑筒体找正时独创了锥

形测量法，不仅减少了找正时长，进而提升了施工效率

及找正精度。

薄文帅：

薄文帅同志作为阿尔及利亚

BC项目高级安全经理，构建了新

的安全管理模式，实现“安全创新

十大成果”，包括：优化安全管理

组织形式，建立“体验式安全培训

区”，实施“百万安全工时奖励”

等。BC项目累计实现470万安全工时。

席晓蕾：

席晓蕾同志具

备良好的财经意

识，较好的财务分

析能力，沟通协调

能力和风险管控能

力，顺利圆满地完

成了2017年的工作任务，分别在区域的

税务工作、外账工作、项目部财务工作协

调沟通中做出了贡献。她与当地政府部

门、会计事务所、业主等建立了良好合作

关系，为公司后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郑光辉

郑光辉同志作为公司的第一

批专业筑炉保温施工人员，数十年

如一日坚守在公司项目建设一线

工作。2017年，他和阿尔及利亚

ZAHANA项目部同事们一起克服各

种困难，完成了ZAHANA项目临建

工作。他技能扎实、知识全面，在土建专业管理人员紧

缺时，帮助主持管理搅拌站，并使搅拌站运行井井有

条，为项目土建工作提供了可靠保障。

聂金波

聂金波同志在海外工程建设

一线负责机械设备安装及调试工

作。他拥有丰富经验和过硬技

术，为海外项目顺利推进做出了

众多贡献。近年来，他重点完成

了以下工作：俄罗斯FER项目机械

设备主导安装及调试工作；尼日利亚UNICEM项目原料

段机械设备安装工作，UNICEM项目全场设备的调试工

作及试生产和保运工作；乌干达TOR项目全场机械设备

的安装及调试工作。

郝晓川

郝晓川同志专业技术过硬，

工作二三十年来，参与了众多项

目的建设工作。他积极发挥专业

特长，在阿尔及利亚BISKRA项目

堆取料机和熟料烧成线的安装

中，积极排除各类机械质量隐患，

为项目抢工期及熟料线提前点火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BISKRA项目后期工作中，他继续发挥技术优势，为试

生产及维修工作保驾护航，确保了项目建设工作顺利

推进。

杨红超

杨红超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

始终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

作态度，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他一直坚守在施工一线，在刻苦钻

研技术的同时，时刻做好传帮带工

作，培养了很多新技术能手。经过

他和同事一起努力，阿尔及利亚BC项目两条6000T/D

生产线项目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回转窑主体安装工作，

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窑喂料系统至熟料库顶设备调整试

车工作。

诸小平

诸小平同志始终坚持谦虚、

踏实、勤奋的工作准则，保持严

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学习施工技

术，参与项目管理，较好地完成

了项目部下达的各项任务，并积

极协助其他同事处理在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近年来，他重点完成了以下工

作：印尼海德堡项目300万吨/年熟料（水泥）施工调

试管理工作；沙特UACC项目后期处理电气设备遗留

难题。

蒋云辉

蒋云辉同志来到公司 30 多

年，参与了众多工程项目的建设

工作。他先后参与或独立主导完

成了几十个水泥项目工程的电气

安装及电气调试工作。期间还参

与完成了化纤、造纸及余热发电

等公司主业以外行业工程的电气安装及调试工作。他

以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解决电气施工或电气

调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积极培养年轻员工，为公司长

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志然

徐志然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

兢兢业业，处处以党员的先锋模范

标准来要求自己。他锐意进取，不

断创新，解决了制作、安装中所存

在的各种疑难技术问题。在阿尔

及利亚BC项目主管现场制作，他

仅仅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圆满完成了6300

吨的制作任务。作为现场制作的管理人员，他还发扬

执着坚守，精益求精的实干精神，做出了更优异的成

绩。

李金亭

李金亭同志有着过硬的专业

技术水平，是公司焊接高级技

师。他为公司赢得了由欧盟焊接

研究权威机构Multitest公司颁

发的《WPS焊接资质证书》，在国际

上充分证实了中材建设的焊接技

术实力。他也是第一个获得多项欧盟焊接资质证书的

中材人。重点完成了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的保加

利亚项目全现场的焊接质量以及钢结构施工质量的管

理工作。

侃喆

侃喆同志作为调试经理，成功

完成了大小十多个项目的调试工

作。他工作严谨认真，为各项目如

期完成建设任务奠定了坚实基

础。每到一个项目，他都及时解决

设计设备现场施工问题，确保项目

正常试车带料。通过多年工作经验，他对生产过程存

在的机械电气自动化及工艺问题能够全面正确判断并

出具最终解决方案，为项目顺利取得最终证书做出了

卓越贡献。

韩仕兵

韩仕兵同志立足于自身过硬

的起重吊装技术，熟练掌握铆焊

制作和机械安装技能，为项目现

场缩短施工工期屡屡建功。2017

年1-8月调入阿尔及利亚ZAHANA

项目工作，他参与了项目前期规

划设计，机具材料计划与采购等前期筹划工作。2017

年8-12月借调赞比亚中材水泥项目部工作，他主管全

厂大型吊装工作，同时负责塔架、生料库等工程子项的

施工管理。

陈平

陈平同志作为阿尔及利亚BC

项目部的质量部部长以及一名优

秀的老起重，2017年，他在完成质

量部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还承担

着BC项目大型吊装方面和现场安

装及制作质量管理工作的任务。

在BC项目中，他成为公司内完成预制锥体类库顶吊装

工程的第一人；并首次创新采用两台250吨吊车半整体

吊装形式，安全高效地完成了熟料库的吊装工作。

王彦格：

王彦格同志在CEMEX菲律宾

SOLID K4 项目中，运用 AutoCAD

Civil 3D进行总图设计工作，这

也是公司首次运用3D软件进行

完整的总图设计工作。Civil 3D

的三维动态工程模型有助于快速

完成场地、道路等规划设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Civil 3D在该项目的应用，获得了业主的认可。

王斌全：

王斌全同志在蕉岭塔牌项目

施工过程中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施

工现场特定环境的施工方法和施

工方案。经过现场实际使用和验

证，既保证了施工安全，节约了大

量的施工成本，在施工过程中获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项目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推

动作用。

申巧蕊：

申巧蕊同志主要负责常州气

化炉焚烧改造项目气化炉热解焚

烧计算模型的搭建工作。该项目

获得2017年度中国建材集团技术

革新奖技术改造类一等奖。她还

负责常州三期项目焚烧系统工艺

计算模型搭建等工作。该项目申请2项专利，均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

申军：

申军同志在电气工作中，摸

索出了一套简单、快捷、有效的解

决问题的方法，如：中压电容器试

验，先做整组的容值和绝缘，可以

减少拆线次数，等等。他将诸如

此类的很多创新不断运用到工作

中，在更短时间内查找出设备故障并及时快速地解决

相应问题。

孙学成：

孙学成同志主要完成了四项

设计工作。一是常州危废项目废

弃物焚烧回转窑优化设计。二是

回转窑自适应托轮支承装置优化

设计。三是回转窑开式齿轮自适

应啮合装置开发设计。四是托轮

轴承组密封优化设计。各项设计工作，均为项目实施

提供了良好保障。

张靓雯：

张靓雯同志通过4D设计完成

了公司法国拉豪Mar01项目全厂

施工方案的模拟动画，实现了公

司投标项目的科学化发展。她还

完成了2017年公司重点宣传推广

项目——数字化移动粉磨工厂施

工进度方案的模拟动画，使数字化移动粉磨工厂在海

外推广更为顺利。

张超：

张超同志担任常州气化炉焚

烧改造项目负责人，带领项目小

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气化炉焚烧

工艺模型，此改造项目获得2017

年度中国建材集团技术革新奖技

术改造类一等奖。他结合常州三

期项目的实施运行情况申请的3项专利，均已获得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

黄云康：

为 尽 快 使 坦 桑 尼 亚 坦 葛

TCCL-TK2（2500T/D）熟料生产线回

转窑投入使用，黄云康同志经过认

真分析和研究，决定对大小齿轮进

行翻面使用，而大小齿轮翻面在我

公司还属首次。经过与业主沟通

和20天的连续施工作业，他安全顺利圆满完成了公司

交给的任务。

方杰：

方杰同志主要负责公司法务

管理工作。2017年，她巧妙运用

诉讼策略，为公司挽回公司4000

万元损失。她分别针对起诉和应

诉案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逐步

完善案件的全过程管理机制。她

还修订公司常用的合同文本，提高了法务管理能力。

成功：

2017年，成功同志作为阿尔

及利亚公司经理助理，按“精干高

效”的原则，优化分公司组织结

构，整合内部资源，完善内部管理

制度，使标准细化、考核量化、责

任实化，确保分公司各项工作达

到“精、准、细、严”的标准。

李宁：

李宁同志作为商务经理，从

2016年接手阿尔及利亚BC项目至

今，合理分配并增加前期设备发

运货值，以达到提前收款的目

标。截止2017年12月底，BC项目

共计收款2.92亿美金，主合同收

款比例达到98.3%，超出项目执行进度。

杨士习：

杨士习同志主要负责尼日利

亚 EDO 生产运营项目的电气工

作。他带领电气专业的同事，刻苦

钻研，勇于创新，成功地驾驭FLS

设计的EDO一线项目电气工作，为

整条生产线安全运行做出了重大

贡献。2017年，该项目回转窑生产达到176.8万吨。

张鹏程：

张鹏程同志担任尼日利亚

EDO2项目工程部长，将项目熟料

段和水泥段进行分段管理，确保了

项目顺利进展；创造了公司3台磨

机服务期最少的佳绩；在原料废气

风管的安装中采用大吨位安装方

式，减少了高空作业。于校平：

于校平同志作为尼日利亚

EDO 项目安全经理，创新安全宣

传，在生活区设置安全文化墙等；

改进安全技术措施，推动安全作业

标准化；加强安全奖惩，每月对安

全先进个人和集体进行评比奖励，

对违章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再培训。

李红铁：

李红铁同志作为安全管理人

员，建立项目红袖标群，让每位管

理人员都参与到安全管理中来。

二是严格把控吊装作业，全方位监

控监督各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三是减少保温高空作业，尽量

让风管保温作业放在地面上进行。

杨波：

杨波同志作为阿尔及利亚

BECHAR项目安全经理，创新安全

生产责任制，以作业班组为安全生

产的核心，提升了班组长安全管理

责任心；加强班组安全员建设；创

新安全教育培训方法；注重创新奖

惩教育。

胡永杰：

胡永杰同志担任马来西亚

RAPID P6A项目安全经理，注重安

全责任制落实；创新安全生产培

训，确保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

100%；创新安全检查，在安全管理

工作中，实行全员、全面、全区域、

全过程管理。

逯定照：

逯定照同志作为南非PPC项

目安全员，主要负责现场安全管

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PPC项目累

计节约费用数十万兰特，顺利通

过公司组织的两次内审工作。他

还注重安全创新工作，为每一位

员工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王青青：

王青青同志作

为赞比亚中材水泥

项目综合部副部

长，负责项目财务

管理等工作。他为

合理避税并节约税

金支出，主要创新了工程结算开票方式

及流程：一是上游环节即与业主结算。

至今节约销项增值税54.38万美元；二

是下游环节即与当地分包商结算，累计

增加进项抵扣额7.64万美元。

刘栋：

刘栋同志作为

阿尔及利亚 BC 项

目财务主管。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他

精心制定项目财务

管理制度，完成了

境外银行开户、项目帐套建立、项目内审

外审等各项财务工作，赢得了项目部及

公司的认可。他坚决遵守财经纪律、严

格审查各项报销单据，及时记帐、结帐，

做到帐帐相符、帐表相符。

全桂文：

全桂文同志作

为俄罗斯长城总承

包项目综合部部

长，主要负责项目

财务管理等工作。

他对项目税务、社

保及外汇管制方面进行筹划管理；编制

了新的分包选择、管理制度和流程；建立

了内部和分包商供应商的税务监控机

制；建立了针对分包商、材料供应商等方

面的管理监控措施和流程。














 

一等奖：技术中心/技术中心土建室、物流部/信息

中心；二等奖：技术中心 、技术中心总图公用室、

阿尔及利亚BC项目部、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

质量控制部；三等奖：阿尔及利亚BC项目部、南非

PPC项目部、俄罗斯长城汽车项目部、乌干达项目

部、业务拓展部、赞比亚中材水泥项目部；优秀组

织奖：赞比亚中材水泥项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