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信息标题 信息类别 发布时间 信息来源 备注

1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唐山站西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工程PPP项目 市场开拓 2020.1.2 集团市场部

2 中国二十二冶荣获2019年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 美誉殊荣 2020.1.2 崇建、金结、天润 图片3
3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湖南双牌工业园扶贫车间EPC总承包工程开工 项目动态 2020.1.7 广东公司
4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唐山市廉政宣教中心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1.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5 中国二十二冶获河北省职工保安全、保健康工作法优秀成果评比多项荣誉 美誉殊荣 2020.1.7 项目、曹技术、机电、一公司 图片3

6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深圳市锦鸿小学施工总承包工程开工 项目动态 2020.1.9 广东公司

7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安徽合巢产业新城郭塘新村、映湖公租房总包项目 市场开拓 2020.1.13 集团党工部

8 中国二十二冶：与会嘉宾签到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9 中国二十二冶：企业开放日开幕式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0 中国二十二冶：与会嘉宾观看企业宣传片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1 中国二十二冶：讲解中冶三大产品体系发展历程及市场定位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2 中国二十二冶：企业开放日媒体记者座谈会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3 中国二十二冶：与会嘉宾参观预制构件生产车间，了解预制构件生产工艺流程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4 中国二十二冶：中冶淮海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航拍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5 中国二十二冶：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图片集锦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6 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市场开拓 2020.1.15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8

17 《中国发展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山东公司

18 《东方财富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集团党工部

19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山东公司

20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一公司

21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山东公司

22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山东公司

23 《新浪网》：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 媒体关注 2020.1.15 集团党工部

24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天润公司

25 《东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一公司

26 《人民日报海外网》：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 媒体关注 2020.1.15 山东公司

27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曹妃甸技术公司

28 《中国江西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5 广东公司

29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马中关丹石灰窑破碎系统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1.16 项目管理公司

30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6 山东公司

31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6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2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6 山东公司

33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6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4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广西浦北中医院综合大楼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项目动态 2020.1.17 广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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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淮北日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推动城市转型发展——中国二十二冶企业开放日活动掠影 媒体关注 2020.1.1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6 《中国青年网》：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 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 媒体关注 2020.1.17 山东公司

37 《淮北广播电视报》：中国二十二冶企业开放日活动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8 《安徽日报客户端》：淮北市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媒体关注 2020.1.1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9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广东佛山奇槎项目150米超高层主体结构封顶 项目动态 2020.1.19 广东公司

40 《淮北新闻网》：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推动城市转型发展——中国二十二冶企业开放日活动掠影 媒体关注 2020.1.19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41 《预制建筑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9 集团党工部

42 《中筑钢结构网》：中国二十二冶“凝心聚力装配绿金淮北创新引领助力碳谷转型”企业开放日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1.19 集团党工部

43 中国二十二冶荣获河北省建设行业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美誉殊荣 2020.1.20 项目公司、曹妃甸公司 图片2

44 国文清赴中国二十二冶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慰问调研 要闻聚焦、领导动态 2020.1.22 集团党工部、装配式公司 图片6

45 《安徽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与淮北联手在厂里“造新房” “搭积木”似的建筑将颠覆传统建筑模式 媒体关注 2020.2.10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46 《安徽经济报》：中国二十二冶与淮北联手在厂里“造新房” “搭积木”似的建筑将颠覆传统建筑模式 媒体关注 2020.2.10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47 中国二十二冶召开2020年党政工作会议暨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党旗飘飘 2020.2.13 集团党工部 图片1

48 中国二十二冶领导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专题活动 2020.2.13 集团党工部 图片1

49 中国二十二冶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工作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 专题活动 2020.2.13 集团党工部 图片1

50 中国二十二冶获评五项河北省省级工程建设工法 美誉殊荣 2020.2.13 装配式、金结公司、机电公司 图片5

51 中国二十二冶捐赠集装箱支援防疫一线执勤人员 专题活动 2020.2.14 路桥公司 图片3

52 中国二十二冶履行央企责任为社区疫情防控点捐赠物资 专题活动 2020.2.14 集团党工部 图片1

53 中国二十二冶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PPP项目融资工作实现重大突破 项目动态 2020.2.14 集团党工部、一公司

54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雄安容西搅拌站项目通过复工审核验收 项目动态 2020.2.17 容西公司

55 中国二十二冶长春空港项目向当地政府捐赠防疫物资 专题活动 2020.2.18 一公司 图片1

56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石钢环保搬迁改造项目顺利复工 项目动态 2020.2.19 机电公司

57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中国黄金集团深部资源开采项目粗碎站总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19 集团党工部

58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唐山燕山钢铁产能置换100吨电炉总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19 集团党工部

59 中国二十二冶北京铁路枢纽丰台站改建项目顺利复工 项目动态 2020.2.20 金结公司

60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河钢承钢5号高炉大修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21 项目管理公司

61 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复工 项目动态 2020.2.21 曹妃甸技术公司

62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曹妃甸矿石交易中心滚筒取料机安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24 机电公司

63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江西南昌市洛阳东路综合管廊项目顺利复工 项目动态 2020.2.24 广东公司

64 中国二十二冶向河北邢台地方政府捐赠防疫物资 专题活动 2020.2.25 天润公司 图片1

65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新疆绿色化工包装产业园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25 中冶重工新疆公司

66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深圳市锦鸿小学施工总承包项目顺利复工 项目动态 2020.2.25 广东公司

67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唐山市常各庄村平改项目12号地块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26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68 中国二十二冶向河北邢台地方政府捐赠防疫物资 社会公益 2020.2.26 天润公司 图片2

69 《人民日报客户端》：疫战攻坚时逆行而上 复工复产中奋力前行 媒体关注 2020.2.27 集团党工部

70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同步走、两不误 媒体关注 2020.2.27 山东公司
71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唐山市22个警务站工程 市场开拓 2020.2.27 机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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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国二十二冶向黑龙江省讷河市政府捐赠防疫物资 专题活动 2020.2.27 一公司 图片1

73 中国二十二冶连续签约3个工程项目 市场开拓 2020.2.28 集团党工部

74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唐山燕山钢铁产能置换高炉施工总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2 集团党工部

75 中国二十二冶召开会议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中国五矿视频会议精神 专题活动 2020.3.3 集团党工部 图片1

76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实验区（生活）项目配套道路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3 集团党工部

77 《企业观察报》：中国二十二冶绷紧"战疫弦"按下"复工键" 媒体关注 2020.3.3 集团党工部

78 中国二十二冶向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捐赠防疫物资 专题活动 2020.3.3 集团工会 图片1

79 中国二十二冶向中冶南方捐赠防疫物资 专题活动 2020.3.3 集团工会 图片1

80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河北沧州肃宁科创中心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6 天润公司

81 央视新闻联播关注中国二十二冶石钢环保搬迁项目复工复产情况 媒体关注 2020.3.6 集团党工部

82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唐山学院新华西道校区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9 集团党工部

83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深圳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周边景观提升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10 广东公司

84 中国二十二冶：打破条框 随“疫”应变 项目动态 2020.3.12 集团党工部

85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陕西西安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12 集团党工部

86 中冶集团调整中国二十二冶主要领导 要闻聚焦、领导动态 2020.3.16 集团党工部

87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承德南站站前综合枢纽广场及地下停车场总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16 一公司

88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河北唐山凤城·翡翠湖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23 集团党工部

89 中国二十二冶广大党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踊跃捐款 党旗飘飘 2020.3.23 集团党工部

90 《河北卫视》报道中国二十二冶河北肃宁科创中心项目复工复产情况 媒体关注 2020.3.24 天润公司 图片2

91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湖南双牌工业园扶贫车间EPC项目冲出正负零 项目动态 2020.3.26 广东公司

92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湖北大冶特殊钢高炉大修施工总承包工程开工 项目动态 2020.3.27 金结公司

93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印尼德信钢铁项目炼钢1号转炉投产 项目动态 2020.3.31 海外事业部 图片1

94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北京地铁17号线梁柱制作工程 市场开拓 2020.3.31 金结公司

http://www.cneo.com.cn/article-15929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