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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建筑企业

鹏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狠抓质量谋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李萌萌

鹏森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注册成立于2012年
11月12日，位于河南省
鹤壁市淇滨区，是一家集

房建、市政、机电、装饰设
计、施工为一体的综合型
现代化公司，具备高、中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设计、

施工、管理人员一百余
人，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现
场施工和管理技术骨
干。其特有的设计理念、
精湛的工艺水平、热情周
到的服务和科学规范的
管理模式，在当地开拓出
一片沃土。

鹏森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始终秉承“创造人与
自然、文化相结合的优
质、舒适的空间环境，为
丰富人类生活而做出贡
献”的企业理念，不断探
索创新，拥有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
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
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等多种资质。
该公司2015年顺利通过
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
证、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连年被河南省工商
管理局评为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企业信用等级为
AAA。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公司始终把工程质量摆在
首位，努力创建“设计领
先，施工精湛”的品牌工
程，严把工程质量关。公
司凭借着雄厚的设计与施
工实力，健全的组织机构，
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严
格的安全生产规范，坚持
绿色环保的理念和周到及
时的售后服务，先后获得
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先
进企业”、河南省建筑装饰
装修“质量诚信先进企
业”、鹤壁市“建筑先进企
业”、河南省建筑装饰装修

“质量诚信企业”等多项荣
誉称号。

不忘初心砥砺行，展
望未来搏长空。鹏森建
设集团将致力于整建整
装科技领域的软件开发、
系统集成、智能控制、数
字材料平台等高新领域
探索，轻钢装配、装配式
装修的技术发展、推广；
加大BIM、VR、AR等新
技术的实践创新；优化产
业布局，开拓企业发展新
路径，为鹤壁经济高质量
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捷高建筑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
司成立之初，董事长高文
杰就设定目标，带领员工

一路走来，从十几人的小
公司发展成为组织架构
合理、管理理念先进的新
时代建筑公司。

一砖一瓦见实力。
公司经济实力雄厚，业务
范围广泛，拥有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防水防腐
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总承
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石油化工施工总承
包、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桥梁专业承包、机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等资
质。

公司创建5年以来，
始终恪守“质量第一、客
户至上”的服务宗旨，遵

循“优质、高效、团结、奉
献”的工作态度，引进先
进管理体系，完善规章制
度，打造了一支超强战斗
力的施工队伍，注重工程
质量，关注每一个细节问
题，创造出一大批优质精
品工程。先后获得鹤壁
市建筑业先进企业、鹤壁
市建筑业质量管理先进
企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等荣誉称号。2017年荣
获 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ISO14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GBT28001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荣
誉称号等。2018年获得
河南省建筑业协会颁发
的河南省建筑业 AAA
级信用等级企业。

公司有一支强有力
的领导团队，重信誉、谋
发展、企业美誉度不断提
升。公司重管理、讲效
率，向规模经济要效益，
明确责任，提高工作效
率。质量严格把控，从供
应商到源头各个环节实
施标准化审核，依靠完善

的建筑体系，确保工程质
量。

每一处工程都独具
匠心，每一处细节都深
思熟虑。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捷高人坚守品质
磐石，以细节精筑生活
态度，打造出一大批优
质工程，取得省、市、县
区多项荣誉称号。同
时，积极投身慈善行业，
成为鹤壁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单位。

一载风雨，一载收获，
河南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3年8月，公

司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
区，如今已走过5个春秋，
公司由刚开始的小规模发

展到现在几百人的大公
司，一路走来，紫源人凭借
着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勇
攀高峰的不屈信念，开拓
出一片广阔天地。

五年前，河南紫源从
零起步，脚踏实地、虚心求
教、真抓实干，现如今成为
拥有建筑、市政、水利、电
力、钢结构、古建筑等18项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
综合性创新型企业，现有
一级建造师3人，注册造价
师2人，二级建造师51人，
中级职称人员15人，八大

员52人，特殊工种49人，
技工证95人，公司拥有各
项业绩300余项。

在步履蹒跚中迅速
发展为鹤壁市建筑行业
先进企业，公司始终秉承
诚信至上、合作共赢的商
业理念，积极开拓省内外
市场，短时间内在信誉及
效益方面均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和收获，公司拥有
省建筑业协会3A信用企
业认证、省级优秀QC小
组、三大体系认证、市级
三先进、市级优秀项目经

理，重合同守信用等多项
荣誉；并入围2018年度
省内建筑企业中标数量
50强，成为鹤壁区域发
展较快的建筑公司，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近两年，公司高度重
视人才引进工作，在公司
治理和提升服务品质方面
加大投入，使得公司的管
理水平再上个台阶，在战
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标
准化管理和风控管理方面
得到全面强化，逐步形成
了具有紫源特色的创新型

治理体系。今年公司凭借
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以及
良好的商业信誉抢得市场
先机，实现了稳增长，促转
型的既定目标。

公司坚持在产业创
新和管控模式持续优化
上逐年加大投入力度，打
造创新型和智慧型的企
业管理团队和运营团队，
建立战略管理、投资管
理、标准化管理、全面预
算管理和风控管理五大
管控体系，为企业的快速
发展保驾护航。

“亲切、善良”这是员
工口中的她，她是河南祥
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领头人，她的名字叫王桂
英，她个人从事建筑行业
20多年，正是她的坚守

初心、学习创新，才能带
领着她的团队一步步茁
壮成长。

以诚信为基石，以工
程建设为名片，王桂英率
团队持之以恒地深耕细
作，筑牢行业之路。河南
祥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2年，为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
质企业，近年来完成的主
要工程项目涉及鹤壁市、
林州市、滑县等多个地
区，其中淇滨区鹤煤大道
（华山路-滨河路）拓宽

工程，省道大海线庙口道
班工程建设项目，淇县灵
山小镇公共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华山路东侧（湘
江路-漓江路）新建人行
道施工工程，滑县赵营乡
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宿舍
楼建设项目，嵩山路海绵
城市人行道铺设工程，鹤
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嵩
山路-泰山路）雨污分流
改造工程，淇滨区上峪乡
冷库建设项目，淇县桥盟
乡初级中学改扩建项目
（1#-3#教学楼工程）等

建设项目，取得了辉煌的
成绩和良好的社会信誉。

任何人的成功都是
由小到大一步步积累起
来的。近年来，河南祥安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断
平稳发展，相继扩大经营
范围，项目涉及房屋建筑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
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钢结
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环保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及建筑劳务分包。
该公司先后荣获河南省
建设工程投标先进单位、

省建筑业 AAA 级信用
企业、省工程建设优秀
QC小组，鹤壁市建筑业
先进企业、市建筑质量管
理先进企业、市建筑安全
管理先进企业，淇滨区建
筑业先进企业等荣誉，这
些奖项对于王桂英来说
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
策。在荣誉的光环下，这
个在鹤壁建筑领域屈指
可数的女企业家，不断超
越自我，完成一次次的突
破，不断迈向新台阶。

河南祥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荣誉鞭策 继续前行

河南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奋勇当先谱新篇

捷高建筑发展有限公司：细节“筑”精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高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高飞

鹏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祥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桂英

河南紫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捷高建筑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