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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
本报通讯员 郑振宇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建筑业
AAA信用企业、河南省建筑业骨干企业、
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走进位于安阳市文峰区的河南润安建设
集团（以下简称润安集团）荣誉室，一块块
奖牌、一个个奖杯摆满了整个房间。仔细
端详这些奖牌、奖杯，顿时让人感受到润
安集团的实力和活力。

从1994年成立到现在，润安集团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其背后经历了怎样的
风云变幻、波澜壮阔？

以质为本：攻坚克难铸精品

“摸爬滚打了20多年，我们也算是个
老牌企业，也是个有故事的企业……”12
月23日，回忆起润安集团从初创到发展
再到壮大的风雨兼程路，董事长李庆祥不
禁感慨万千。

1992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江泽民视察安阳时曾指出，一定要把安阳
河治理好，让其造福于人民群众。当时的
安阳市委、市政府遵照总书记的指示，把
治理安阳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正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1994年6月，润安集团的
前身——安阳润安水利工程公司诞生，标
志着安阳市有了专业水利施工队伍。

公司成立初期，领导和管理人员仅有
7人，办公室为两间平房，面积不足30平

方米。但就是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公司承
担了安阳河的治理工程。“一定要以最好
的质量向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润安人坚持这一信念，攻坚克难、风雨无
阻，在1996年10月顺利完成安阳河段治
理工程，这一工程被评为当年省水利系统
优良工程。

当年，公司更名为润安建筑水利工程
公司，成为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并举发展
的企业。

“公司要发展，必须承揽项目，而承揽
项目靠什么？靠市场，市场靠什么？靠竞
争，竞争靠什么？靠信誉，信誉怎么来？靠
质量。”润安集团领导层多次向员工强调。

所以，润安集团视质量为公司生命，不
但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而且专门
成立质量管理部门，全力以赴狠抓质量。
从来料到施工再到验收，全程把控质量关。

“凡公司承担的工程，交工验收时工
程优良率须达到100%。”李庆祥说，公司
一直这样严格要求，甚至在与开发商签合
同时就敢如此打包票。

正是润安集团以质量为本，靠质量铸
就了一项又一项精品工程，连年被评为省、
市级质量和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先进企业。

以诚为基：上下同心赢口碑

做人，要诚信，就会被社会接纳。经商，
须诚信，才能占领市场。润安人深知诚信是
基石，要拓展市场必须靠诚信赢得口碑。

“接受工程签订合同后，不论条件如

何，项目部都要严格履行职责，认真做好
每项工作，保证业主满意。”李庆祥说，这
是建筑行业的诚实守信，也是公司的经营
策略和原则。

润安集团开发的每个小区、每栋楼房
完工后都会主动将项目经理和公司电话
留下，接受业主反馈问题，以便给业主提
供更优质服务。不仅如此，公司还建立用
户回访制度，对交付投入使用的工程上门
回访，虚心听取用户意见和建议，并进行
跟踪服务。

优良的工程质量和诚实守信的态度
和作风，使润安集团赢得了良好口碑。公
司成立后的10多年里，工程投标中标率
连年提高。到2008年底，公司由2000年
的2013万元年产值，提高到了2.24亿元，
增加10倍还多。8年间共获省“中州杯”
奖工程20项。2008年底，润安集团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晋升为国家一
级。这让公司的信誉得到了提高，市场综
合竞争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此后，润安集团乘势而上，成立房地
产开发公司、建筑装饰配套公司、劳务公
司，并在郑州、吉林、深圳、山西等地成立
分公司。从2010年至2015年，润安集团
平均每年完成产值约10亿元，目前共获
各级各类奖400多项，业务覆盖北京、上
海、广东等11个省市。

以责为重：润泽无声系民生

“在公司稳步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

心系民生，积极履行责任、回报社会。”李
庆祥时常怀揣这一理念。

2009年，润安集团投资3000余万元，
对安阳市洪河进行综合治理，改善了两岸
生态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指数，提升了城市
品位。为解决安阳东区学生就学难问题，
缓解政府资金不足，润安集团自筹2700余
万元，建设安阳市紫薇小学。还先后开发
经济适用房住宅小区、公租房小区、棚户区
改造等市政项目50余万平方米。

润安集团不仅积极参与安阳市水利、
教育、安居等领域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
设，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润安集团组建
以总经理为队长的46人突击队，调配大
型机械奔赴灾区抢险救灾。今年“7·19”
抗洪抢险中，又先后派出76人参与抗洪
抢险，并捐款捐物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
关。除此之外，还先后资助数十名家庭困
难的优秀大学生完成大学梦；积极组织全
体职工参与每年的助残一日捐活动，关注
社会公益建设事业。

为提升安阳本土建筑企业的科技竞
争力，润安集团先后与安阳师范学院、安
阳工学院建立校企共建单位，让大批有理
想、有抱负的学生到公司实习，让其理论
知识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面对日益竞争
的市场经济，润安集团永远把社会责任感
放在首位，在拼搏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
追求卓越！5

建筑工程是百年大计，河南润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能够切实履行企业质量主
体责任，建精品工程、良心工程，以200余
项省市工程荣誉践行“建优质工程、树世
纪丰碑”的企业使命；从业 20 余年来，坚
持诚信守法、奉献社会，不拖欠农民工工
资，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就业问
题。润安集团依靠质量和责任走出了一
条健康发展之路，是我市建筑企业卓越绩
效管理的典范。

——安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刘颉 张继民

面对癌症患者，她总是尽可能多地陪
他们唠家常，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消除
他们对病魔的恐惧心理；面对新组建的科
室，她主动挑起重担，24小时随叫随到，
成为年轻护士们的“主心骨”；面对突如其
来的恶疾，她接受手术后仅仅休息7天，
就又回到岗位……她叫张春燕，是安阳市
人民医院最年轻的护士长。

“生命中除了工作，我好像
什么都不会干”

见到张春燕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
是瘦，瘦削的脸颊，高高的颧骨，显得双
眼很大。她1.65米的个头，体重却不足
45公斤。可就是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
女孩，却是安阳市人民医院消化二病区
的“顶梁柱”。

四年前，作为护理骨干的她，被派往
医院新扩展病区——消化二区任护士
长。新的病房环境，90%的护理人员都是
刚参加工作的90后，这些都对她是一种
莫大的挑战。制定计划、规定、培训、亲自
指导……几乎所有的工作她都亲力亲
为。为保证更好地服务患者，使新参加工
作的人员适应工作，多积累些经验，少些
护患摩擦，她坚持每天与每位患者沟通交
流，发现存在的、潜在的护理问题后，逐一
指导如何全方位细节护理。但凡遇到抢
救，她必定首冲上阵，时刻带领自己的团
队与病魔进行生死决战。

在她产后37天时，科室接诊了一位
消化道大出血休克患者，新入职的护士无
法建立静脉通路，在家正在哺乳的她接到
科室电话后，放下正在哺乳的孩子，顾不
上孩子的啼哭,第一时间奔赴科室。给病
人顺利扎上针，她又忙着分配工作，等一
切都协调和安顿好，病人的生命体征也平
稳之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回到家，

看到母亲怀中满脸泪痕不停哭泣的孩子
时，才意识到孩子因拒绝奶瓶已许久未进
食。为了保证科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她舍弃了理应享有的半年产假时间，
产假仅仅休了两个月，便毅然投入到工作
中。

同事们都劝她要多休息，可她却笑笑
说，我只负责生，我妈负责养，因为我只会
干工作，别的好像啥也不会…….

“即使被传染，也是值得的”

2006年 8月，从新乡医学院毕业的
她来到安阳市人民医院，从踏上护理工作
岗位的第一天起，她就怀着一种对护理无
比热爱的情怀，倾注全力投入工作中。

工作后没多久，全国爆发H1N1流感
疫情，张春燕被抽调到隔离病房。当时，
有一名年仅三岁的患儿不幸感染了
H1N1流感，由于全身水肿而导致血管难
找，眼看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如果不尽快
用药，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

“让我来试一试吧！”得知这一危急情
况后，张春燕主动请缨。进入病房，她发
现孩子的两个上肢已经遍布针眼，于是她

选择了在下肢寻找血管。刚开始，她试图
用指腹探索血管，可也许是戴着双层防护
手套的缘故，她再三触摸，也还是找不到
血管；她果断脱去一层手套，接着探索，可
仍然无效；最后，她索性把手套全部摘掉，
终于成功找到了血管，为孩子建立了静脉
通路。而就在此时，原本哭闹不止的孩子
停止了啼哭，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眼
前为他拼命的护士姐姐。张春燕说，孩子
望着她的那一幕，让她觉得，就算被感染
H1N1，也是值得的。

“我不会说话了，以后怎么
工作？”

正当张春燕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时，
噩运悄悄降临到她头上。2015年开始，
她经常感到头晕、心慌，刚开始她认为只
是过度疲劳，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
天，她终于坚持不住，晕倒在护士站台
前。之后的检查结果不容乐观，她患了
甲状腺肿瘤，必须立刻接受手术并需要
较长时间调养。

谁知道，术后第三天，可怕的术后并
发症再次袭扰了她，一侧声带突发麻痹，

无法发声。工作再难再委屈，她没哭过；
得知自己罹患肿瘤，她没哭过；可无法发
声，却让她痛哭不已，那一刻，她想得最多
的，就是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如果以后她
不会说话了，怎么工作？

即便如此，她仍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
反对，在术后第七天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整整57天的无声状态，说不出话她
就比画，或写到纸上告诉大家，或编辑信
息发到微信群里通知大家，带领科室的护
理姐妹们以优质的护理服务回馈患者。

所幸，她的顽强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渐渐的，她的声带开始恢复，肿瘤也没再
复发过。而正因为有了这次患病手术的
经历，重回岗位后，她用自己的病患体验
去细心体察每一个患者的护理所需。

如此瘦弱的她，能量和勇气从何而
来？张春燕说，现在我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上天对我的格外馈赠，我不知道会
不会有明天，我只想在今天多做点工
作，也许会换回一个人的生存欲望和好
的生活质量。5

张春燕：

我拿青春搏明天

个人小档案
张春燕，女，中

共党员，1983 年 3 月
生，安阳市人民医院
消 化 二 病 区 护 士
长。2016年，被安阳
市卫计委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张春燕在工作中

张春燕同志是我院共产党员的优秀
代表。她勤奋工作、任劳任怨；她立足本
职、恪尽职守；她精心服务、心系患者。
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安阳市人民医院
医务工作者不计个人得失、默默无闻、无
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展现了我院共产党
员良好的道德风范，诠释了共产党员为
人民服务的现实意义，使白衣天使的形
象更加丰满动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
楷模。

院长感言

——安阳市人民医院院长

信息速递

本报讯（通讯员 赵苗苗）
推窗见景，低头拾绿，与自然亲
近是百姓内心的向往。随着安
阳市城区园林绿化建设大提
速，安阳人民的梦想也在渐渐
成为现实。12月23日，从该市
城建指挥部园林绿化专项组了
解到，2017 年将重点实施的
190个园林绿化建设项目正紧
锣密鼓推进。

园林绿化建设是文明城市
建设的重要内容。2016年10
月，安阳市出台《安阳市2017
年—2019年城区园林绿化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计划在
2017年重点实施“两廊、两口、
两湖、两河、十二园、四十三游
园、四十八个加油站、七十四条

道路”等190个绿化建设项目，
面积达 42047.1 亩，总投资约
75.97亿元。目前，3个项目已
完成，32个项目具备开工条件，
66个项目确定了设计方案，其
余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前
期手续。

迎宾公园项目是安阳市
2017年规划的一个大型综合性
公园，规划地块西起光明路，东
至京港澳高速，南面为茶点坡
沟，北邻紫薇大道，总面积为
689亩。目前，项目选址意见书
获批复，前期勘察设计招标工作
已完成，施工、监理单位招标公
告已发布，明年1月中旬开标确
定施工监理单位，春节前可具备
施工进场条件。5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陈
栋梁 通讯员 李振）近日，林州
市委书记王军带队赴山西省平
顺县对接红旗渠联合申遗工
作。两地表示密切配合、通力
合作，加快红旗渠申遗工作进
程，确保明年年底前进入国家
预备名录。

当天，林州、平顺两地主要
领导召开联合申遗联席会议，全
力推进申遗工作。会上，宣读林
州、平顺两地关于调整红旗渠联
合申遗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的通
知，双方通报了红旗渠申遗工作
进展情况。

红旗渠跨林州市和平顺县

两地，红旗渠申遗工作需要两
地携手合作，自2015年8月启
动以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目前，《红旗渠保护总体规划》
已上报至国家文物局，等待评
审。《红旗渠申遗申报文本》初
稿已完成，2017年1月底前将
送审稿上报河南省文物局。《安
阳市林州红旗渠保护条例》已
经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审
查通过，将于2017年1月1日
起施行。目前，平顺县已将立
法计划上报长治市，并成立了
立法工作领导小组，正在起草
《长治市平顺红旗渠保护条
例》。5

12月20日，安阳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
内黄县启动。当地文化、科技、卫生等部门的专家和文艺工作者
深入基层，开展科普宣传、免费诊疗、义写春联、文艺演出等活动，
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5 刘肖坤 摄

城区园林绿化大提速

安阳190个项目快速推进

林州平顺
对接红旗渠“联合申遗”

2016安阳
“市长质量奖”获奖企业揭秘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建筑企业发展的新思路：一要
继续坚持创新驱动、以质取胜，不断
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一项工
程，树一座丰碑。二要继续坚持诚信
守法，深入强化企业诚信建设，以诚
立足、以信立企。三要继续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专注社会公益建设，为社
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获奖感言

润安集团：做建筑行业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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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陈
栋梁 通讯员 贾红波）设立专
门的家事审判合议庭、建设家
事审判标准化审判法庭、配备
家事审判法官和书记员、坚持

“调解优先”原则，将调解贯穿
诉讼全过程……这是安阳全市
法院强力推进家事审判改革采
取的诸多措施。

据介绍，自今年4月20日
安阳市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
工作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家

事案件6828件，审结5955件，
结案率87.21%，调解撤诉3151
件，调解撤诉率52.91%，其中
文峰区人民法院、龙安区人民
法院、林州市人民法院、滑县人
民法院4个家事审判改革试点
法院共收案3516件，占全市法
院 受 理 家 事 案 件 总 数 的
51.49%。整体来看，全市法院
家事案件收案数、结案率及调
撤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较
大，审判质效明显提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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