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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豫安：科技铸就未来 安全促进发展

“河南省优秀电力工程施工企业”风采展示

定方向，全国布局强根基

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濮阳市
长庆路与黄河路交叉口万利财富广场，与中原
绿色庄园、大广高速毗邻，环境优美，交通便
利。公司起源于濮阳市建筑总公司，1991年
分立为濮阳市建安防腐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
金600万元。1998年改为濮阳市豫安防腐有
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 1180万元。随
着公司改制进程的推进，于 2010年 5月改为
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变
更为6180万元，公司企业法人为王浩，总经理
李学峰，2017 年 7 月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
36180万元。

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国家一级
资质的施工企业，具备承揽防水防腐保温专
业承包、电力工程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总承
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施工总承包
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施工企业，公司技术力
量雄厚，施工设备先进，企业管理科学，质量
体系完善。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公司
拥有员工 1200余人，具有职称的经济技术管
理人员 160 人，其中高级职称 25 人，中级职
称 93人，初级职称 42人，一级建造师 12人，
二级建造师 15人。公司以濮阳为总部，设有
天津、湖南、湖北、海南、江西、浙江、山东、泉
州、宁夏，广州等 49个分公司，并向国外市场
拓展，年产值近 10个亿，合同履约率 100%，
工程合格率 100%，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多年来，公司注重内部管理的不断加强和
完 善 ，并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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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手如林、
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豫安人将进一步开拓进
取、诚信经营、奉献精品、确保安全、实现安全，
实现新飞跃，再创新辉煌。

促发展，上下同心绘蓝图

随着电力工业的不断深入，该公司承揽
电力工程数以千计，主要代表工程有：2016
年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永久供配电系统运
行维护项目，合同金额 5435.9988万元；2016
年哈萨克斯坦阿特劳炼油厂石油深加工项目
防腐、保温、防火、脚手架搭拆工程三标段，合

同金额 2746.445万元；2017年廊坊市大城县
110kV 和 35kV 迁改工程，合同金额 1220万
元；2017年郑州春晨源城镇置业有限公司四
村联建一期电缆工程，合同金额 2530 万元；
2018年永兴路南延工程引起线路迁改工程，
合同金额 1975.3万元；2018年安徽首扩大昌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供配电工程安装项目，合
同金额 1899.8万元；2019年济源至阳城高速
公路济源段交通机电工程施工，合同金额
3323.4596 万元；2019 年城东-电网 19-10
天津河北于所 110kV输变电工程，合同金额
4339.7221 万元；2019 年沧州市高新区狮姚
220kV 线路迁改工程-隧道工程，合同金额
4445.7657 万元；2019 年蒙东白旗 500kV 变
电站配套新能源 220kV送出工程，合同金额
1580.7004万元。

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之所以能承
接这么多工程，她的生存与发展，源于理念的
创新和正确的决策。据了解，该公司在成立之
初，就建立了完善的理念制度：安全理念——
以人为本，安全为天；经营理念——效益为
重，社会为先；服务理念——诚信诚敬，追求
卓越；廉洁理念——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团
队理念——和谐共处，合力进取。

作为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掌舵
人，王浩用一个又一个的正确决策把中原豫安
这艘大船驶向了光明的彼岸。王浩，中共党
员，1966年 9月生，防腐保温世家，原籍河南
省长垣县苗寨乡西旧城村人，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北京大学哲学研究
生学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管理哲学博士学
位。2002年，王浩眼光独到重组了中原豫安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对公司组
织形式进行了大胆改革。中原豫安实行董事

长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为企业的最
高行政领导，统管及指挥公司的一切经营管理
活动；公司经营管理机构根据需要设立常务副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划分为八个部门和若干个
项目部，实行逐级负责的管理制度，用人实行
全员招聘制，分配实行工资薪酬制。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为决策层，部门负责
人为管理层，项目部为执行层，员工为具体操
作层。公司在董事长王浩的领导下上下团结
一心，排除万难，到目前为止中原豫安从最初
注册资金600万元增长至36180万元，公司也
从过去传统单一的防腐保温施工企业逐步发
展为集防水防腐保温专业承包、电力工程总承
包、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业
承包、建筑施工总承包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施
工企业；同时具有国家能源局颁发的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二级、承修类二
级、承试类二级），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
自成立以来，承揽各种大型的防腐保温工程、
电力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提升了形象、提高了
实力，也实现了从小型施工企业到中大型施工
企业的跨越。

抓核心，不忘初心勇担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来，中原豫安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坚持诚实守信，安全第一，
质量为本的理念，致力于建设诚信企业，以真
抓实干趟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正因为如
此，各种荣誉接踵而至：2008 年获得河南省

建设厅颁发的“出省施工先进企业”；2010年
被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
用企业”；2012年荣获濮阳市首届“行业诚信
建设先进单位”；2013 年、2014 年被濮阳市
建筑协会评为年度濮阳市建筑业先进企业；
2014 年公司发明的华能长兴电厂 660MW
工程接地系统阴极保护技术被中国电力建设
企业协会评为 2014 年度中国电力建设科学
技术成果二等奖；2014年公司施工的国电北
伦电厂 100万 kW 超超临界机组地下钢桩基
础高铬硅铸铁外加电流阴极保护工程，技术
先进，质量优良，获得了中国电力工程协会
2014 年 度 科 技 进 步 奖 三 等 奖 ；2016 年 ～
2018 年连续三年被濮阳华龙区政府评为年
度“纳税大户”；2019年 2月被濮阳华龙区政
府评为“突出贡献企业”；2015年～2019年连
续五年被濮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评为“优
秀企业”。

公司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的管理思想，积极探索，构建了符合时代需
要、符合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符合企业个性化需
要的文化体系，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以人为本，讲求实效，突出特色，追求卓
越，永不服输，是当前豫安人的真实写照。空
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中原
豫安大力实施科技兴企战略,公司董事长王浩
和总经理李学峰高度重视和切实提高广大职
工的整体素质，培养了一大批掌握现代化科学
技术、具有高级劳动技能的新型职工队伍,全
面提高了职工素质，从而促进公司实现了高质
量发展。

同时，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从不忘
记奉献社会、回报社会的初衷。2008年四川
汶川地震时公司总部及分公司项目部踊跃向
灾区捐款；2009年青海玉树地震公司领导及
公司下属项目部积极向灾区捐款；2011 年、
2013年、2015、2018年公司及董事长王浩个
人多年捐款资助多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大
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同时，董事长
王浩于 2015 年成立河南省富臣管业有限公
司，吸纳转移当地农村劳动力 600余人，五年
之内为当地创造上千个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
上了缓解当地劳动力输出问题，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永久供配电系统
运行维护项目班前安全教育

2019年 4月 20日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长垣分公司成立

□贺利超 于目刚

她，是中华龙乡——濮阳的骨干

企业之一；

她，是我省电力行业的一支劲旅；

她，连年荣获“建筑业优秀企业”

“质量安全管理先进单位”“重合同守

信用单位”“突出贡献”“纳税大户”等

荣誉称号；

她，就是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河

南省电力企业协会会员单位，河南省

防腐协会理事单位，濮阳市建筑协会

副会长单位，濮阳市防腐协会副会长

单位。主要从事电力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等综合性建筑施工企业。

王浩系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法人，任董事长一职，博士学位，中

共党员，高级工程师，企业家，擅长诗

作，长垣市十大杰出人物。

近期诗作：《小重山·又见重九淫

雨连》

又见重九淫雨连。

禁声冷秋夜，已无眠。

更知关外飞雪天。

渤海上，小儿在戍边。

有志众青年。

携手与同行，共登攀。

誓研智能山外山。

作自己，驾马御长天。

——乙亥秋日重九后王浩写于故

土长垣市。

““河南省优秀电力工程施工企业河南省优秀电力工程施工企业””获奖名单出炉获奖名单出炉
树立榜样，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企业发展。

为提升我省电力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培育最具竞争

力的一流企业，推进电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河南日报社、

河南省电力企业协会于2019年 9月启动了河南省优秀电力

工程施工企业推选活动。

本次推选活动，历时三个多月，按照《关于开展河南省优

秀电力工程施工企业推选活动的通知》（豫报社[2019]13号）

文件通知，经过企业自主申报、专家统一评审、网络投票等各

个环节的综合评定，最终评选出“河南省优秀电力工程施工企

业”30家。

具体获奖名单如下:（按首字母排序）

河南安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博元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创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德祥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国能电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恒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恒宇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华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华之源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景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科锐开新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瑞祥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鹰电力勘测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同力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河南星晨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华中国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汇源电气有限公司

济源市丰源电力有限公司

洛阳龙羽集团有限公司

濮阳市三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神华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旭阳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原豫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中州建设有限公司

众信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宙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