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信息标题 信息类别 发布时间 信息来源 备注

1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承接京津产业转移配套设施建设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4.1 集团党工部

2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湖北咸丰高铁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全面复工 项目动态 2020.4.1 曹妃甸技术公司

3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青钢环保搬迁项目续建工程炼钢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4.2 集团党工部

4 中国二十二冶湖北地区两项目全面复工 项目动态 2020.4.2 曹妃甸技术公司

5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承德建龙新建高炉一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4.3 集团党工部

6 中国二十二冶支援境外项目防疫物资顺利发运 专题活动 2020.4.3 海外事业部 图片1

7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浭阳三馆项目主体结构冲出正负零 项目动态 2020.4.7 路桥公司

8 中国二十二冶召开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党旗飘飘 2020.4.7 集团党工部 图片1

9 中国二十二冶设立12家分公司拓展区域市场业务 市场开拓 2020.4.8 集团党工部

10 中国二十二冶战“疫”期间市场营销稳定向好 市场开拓 2020.4.9 集团市场部

11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唐山港陆钢铁烧结土建及钢结构制安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4.13 集团党工部

12 中国二十二冶履行央企责任认购扶贫大米 社会公益 2020.4.14 机电公司 图片1

13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400套保障性住房项目VRD合同 市场开拓 2020.4.16 海外事业部

14 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4.20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1

15 中国二十二冶获得两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美誉殊荣 2020.4.20 金结公司 图片2

16 《东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一公司

17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一公司

18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19 《冀云融媒体》：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20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山东公司

21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企业开放日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22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23 《凤凰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集团党工部

24 《新浪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企业开放日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集团党工部

25 《潇湘晨报》：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企业开放日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集团党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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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山东公司

27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山东公司

28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山东公司

29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1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0 《中国青年网》：深入了解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以先进“智造”推进复工复产 媒体关注 2020.4.21 山东公司

31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2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2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2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33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2 山东公司

34 《东方资讯》：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2 集团党工部

35 《轻钢别墅网》：深入了解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以先进“智造”推进复工复产 媒体关注 2020.4.22 集团党工部

36 《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网》：行业先锋｜中国二十二冶：开启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新时代 媒体关注 2020.4.22 集团党工部

37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3 崇建公司

38 中国二十二冶一工程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美誉殊荣 2020.4.23 金结公司 图片1

39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石家庄帝王国际酒店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4.24 天润公司 图片1

40 中国二十二冶获河北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A级）证书 美誉殊荣 2020.4.27 中冶重工唐山公司 图片1

41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汉唐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三标段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4.27 江西公司

42 《中国信息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7 崇建公司

43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7 崇建公司

44 《河北工人报》：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45 《企业新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7 集团党工部

46 《唐山新闻》：中国二十二冶“云端”开放日：网上畅游国家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 媒体关注 2020.4.2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47 《遵化融媒》：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云”端企业开放日 媒体关注 2020.4.27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48 《中国品牌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7 崇建公司

49 《中国企业报道》：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4.27 崇建公司

50 中国二十二冶第一时间传达贯彻中冶集团2020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暨加速复工复产推进视频会议精神 党旗飘飘 2020.4.29 集团党工部

51 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5.1 路桥公司 图片5

52 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5.1 西北公司 图片5

53 《新浪网》：中国二十二冶集团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集团党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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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西北公司

55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山东公司

56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西北公司

57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西北公司

58 《东方资讯》：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集团党工部

59 《华商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西北公司

60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一公司

61 《中国青年网》：央企助力当地经济 推动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 媒体关注 2020.5.5 山东公司

62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山东公司

63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山东公司

64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5 山东公司

65 《西部网》：劳动竞赛促生产丨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66 《长城24小时》：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67 《华商头条》：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68 《长城24小时》：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69 《中国经济新闻网》：“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70 《西藏日报客户端》：争分夺秒 不负韶华——记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71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72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73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74 《中国藏族网通》：“线上直播”重点工程建设进度 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一”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西北公司

75 《济宁晚报》：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76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 媒体关注 2020.5.6 山东公司

77 《网易》：35分钟！济宁任城区王母阁路跨线桥今日华丽转身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78 《潇湘晨报》：创下三个“最”！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79 《潇湘晨报》：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华丽转身 通车“倒计时”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80 《济宁新闻网》：王母阁路跨线桥双转体梁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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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济宁新闻网》：创下“三个之最”！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82 《济宁新闻网》：视频|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华丽转身 通车“倒计时”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83 《河工新闻网》：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84 《齐鲁网》：创下“三个之最”！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85 《济宁新闻网》：离通车又近一步！王母阁路跨线桥双转体梁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86 《东方资讯》：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创下“三个之最...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87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 媒体关注 2020.5.6 山东公司

88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 媒体关注 2020.5.6 山东公司

89 《企业观察网》：走进中国二十二冶 探秘万吨桥梁空中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山东公司

90 《新浪网》：走进中国二十二冶 探秘万吨桥梁空中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91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 媒体关注 2020.5.6 山东公司

92 《人民日报客户端》：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93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山东公司

94 《网易》：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95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一公司

96 《济宁日报》：空中对接“双转体” 顺利合龙架“彩虹”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97 《网易》：济宁又一个大桥要建成，成为山东省最长的市政“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98 《中国山东网》：离通车又近一步！王母阁路跨线桥双转体梁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99 《中国山东网》：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创下“三个之最”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100 《济宁门户》：离通车又近一步！王母阁路跨线桥双转体梁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101 《搜狐网》：顺利合龙!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102 《东方资讯》：35分钟！济宁任城区王母阁路跨线桥今日华丽转身 媒体关注 2020.5.6 集团党工部

103 《大众网》：35分钟！济宁任城区王母阁路跨线桥今日华丽转身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104 《大众网》：创下三个“最”！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105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106 《长城24小时》：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6 路桥公司

107 《中国青年网》：打造全产业链工程 促进济宁新老城区融合 媒体关注 2020.5.7 山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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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7 山东公司

109 《新浪网》：空中对接 顺利合龙——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7 集团党工部

110 《搜狐焦点》：顺利合龙!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7 集团党工部

111 《济宁乐居网》：离通车又近一步！王母阁路跨线桥双转体梁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7 路桥公司

112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8 崇建公司

113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8 崇建公司

114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8 崇建公司

115 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5.8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图片7

116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唐曹高速生态廊道及交通旅游一体化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5.9 曹妃甸技术公司

117 《千龙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劳动竞赛促生产”五一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崇建公司

118 《中国品牌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崇建公司

119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120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一公司

121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2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3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4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5 《中国青年网》：疫情防控关键时刻 筑牢复工复产钢铁长城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6 《新浪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集团党工部

127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8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山东公司

129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130 《澎湃新闻》：企业云端开放日 | 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集团党工部

131 《千龙网》：中国二十二冶济宁跨线桥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9 崇建公司

132 《潇湘晨报》：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1 集团党工部

133 《中国品牌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1 崇建公司

134 《西藏日报》：“线上直播”重点工程建设进度 媒体关注 2020.5.11 西北公司

135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1 西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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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千龙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1 崇建公司

137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1 崇建公司

138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国企顶梁柱——硬核担纲 不负韶华”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1 装配式建筑分公司

139 《大众新闻网》：空中对接“双转体” 顺利合龙架“彩虹” 媒体关注 2020.5.11 路桥公司

140 《济宁市人民政府》：空中对接 顺利合龙——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5.11 路桥公司

141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配套10千伏电源线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5.11 曹妃甸技术公司

142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四川泸州鑫阳钒钛炼钢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5.12 机电公司

143 《中国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3 山东公司

144 《中国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13 山东公司

145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0 崇建公司

146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0 崇建公司

147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1 天润公司

148 《中国青年网》：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媒体关注 2020.5.21 山东公司

149 《新浪网》：中国二十二冶固安：环保节能用绿色点缀生活 媒体关注 2020.5.21 集团党工部

150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1 天润公司

151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1 山东公司

152 《中国经济网》：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媒体关注 2020.5.21 山东公司

153 《光明网》：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媒体关注 2020.5.21 山东公司

154 《中国企业报道》：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2 崇建公司

155 《中国日报网》：中冶集团开展第58站主题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2 山东公司

156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2 山东公司

157 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5.22 崇建公司 图片7

158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江西宜春靖安县城市基础设施提升EPC工程 市场开拓 2020.5.22 江西分公司

159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四川宜宾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5.26 成都分公司

160 《东方资讯》：中国二十二冶固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6 集团党工部

161 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5.27 曹妃甸技术公司 图片8

162 《中国钢铁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8 集团党工部

163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8 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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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打造亿吨级国际矿石交易中心 媒体关注 2020.5.28 山东公司

165 《中国网》：亿吨级国际矿石交易中心，国企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媒体关注 2020.5.28 曹妃甸技术公司

166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8 曹妃甸技术公司

167 《中国青年网》：进一步推动钢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媒体关注 2020.5.28 山东公司

168 《新浪网》：亿吨级国际矿石交易中心 国企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媒体关注 2020.5.29 集团党工部

169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曹妃甸技术公司

170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曹妃甸技术公司

171 《人民日报海外网》：开展中冶集团“国企顶梁柱”第61站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72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73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74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75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崇建公司

176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崇建公司

177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5.29 曹妃甸技术公司

178 《光明网》：进一步推动钢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79 《中国企业报道》：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云端宣传活... 媒体关注 2020.5.29 崇建公司

180 《中国经济网》：进一步推动钢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81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曹妃甸国际矿石交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 媒体关注 2020.5.29 曹妃甸技术公司

182 《中国煤炭资源网》：亿吨级国际矿石交易中心 国企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媒体关注 2020.5.29 集团党工部

183 《中国日报网》：进一步推动钢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媒体关注 2020.5.29 山东公司

184 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6.2 山东公司

185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福建漳州诏安大酒店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6.2 广东公司

186 《东方财富网》：中国二十二冶举办五四特色企业开放日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集团党工部

187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一公司

188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89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冶集团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0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1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成山东网红新地标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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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3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4 《消费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5 《中国城市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6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197 《中华网》：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崇建公司

198 《中国经济报道》：中国二十二冶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崇建公司

199 《中国经济网》：中冶集团平度奥体中心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200 《中国青年网》：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推动地方体育事业发展 媒体关注 2020.6.3 山东公司

201 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6.5 西北公司 图片7

202 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6.9 天润公司 图片10

203 《新浪网》：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6.9 集团党工部

204 《东方圣城网》：空中对接“双转体” 顺利合龙架“彩虹” 媒体关注 2020.6.9 路桥公司

205 《荆楚网》：顺利合龙!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转体梁成功实现“双转体” 媒体关注 2020.6.9 集团党工部

206 《新浪网》：离通车又近一步！王母阁路跨线桥双转体梁成功转体 媒体关注 2020.6.9 集团党工部

207 《中国矿业网》：亿吨级国际矿石交易中心，国企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媒体关注 2020.6.9 集团党工部

208 《中国地勘网》：亿吨级国际矿石交易中心，国企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媒体关注 2020.6.9 集团党工部

209 《腾讯网》：推进“三改一通一落地”工作 老旧小区换新貌 居民线上来体验 媒体关注 2020.6.11 集团党工部

210 《新浪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换"新颜" 媒体关注 2020.6.11 集团党工部

211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推进“三改一通一落地”工作 老旧小区换新貌 居民线上来体验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2 《西安市人民政府》：推进“三改一通一落地”工作 老旧小区换新貌 居民线上来体验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3 《秦闻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集团“老旧小区改造换‘新颜’”企业开放日活动在西安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4 《西安网络广播电视台》：推进“三改一通一落地”工作 老旧小区换新貌 居民线上来体验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5 《西安网》：老旧小区换新貌 居民线上来体验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6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7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8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19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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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中国健康发展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1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崇建公司

222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换"新颜"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3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4 《中国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5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一公司

226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7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8 《中华网》：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29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30 《人民在线》：中国二十二冶西安市雁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西北公司

231 《新浪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德贤华府项目：标准化+智慧化筑牢安全防线 媒体关注 2020.6.11 集团党工部

232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33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34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35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36 《中国健康发展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37 《中国西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集团党工部

238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崇建公司

239 《企业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德贤华府项目：标准化+智慧化筑牢安全防线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0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崇建公司

241 《中国日报网》：中冶集团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2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一公司

243 《中国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4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5 《中华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6 《环球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7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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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中国网》：精心打造标准化+智慧化 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49 《央广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50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51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52 《人民在线》：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1 天润公司

253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宁夏银川砂之船·奥特莱斯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6.16 西北公司

254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安徽阜阳北旅城市商业广场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6.17 江苏分公司

255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产业综合配套区南区项目 市场开拓 2020.6.18 西北公司

256 《中国青年网》：中国二十二冶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19 天润公司

257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中国二十二冶大力推广建设装配式建筑情况 媒体关注 2020.6.22 一公司 图片6

258 中国二十二冶总部全体员工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和谐健康 2020.6.22 医院 图片1

259 中国二十二冶签约山东济宁邹城市张庄镇乡村振兴康养宜居小镇EPC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6.23 山东公司

260 两省卫视播出中冶海外业务系列访谈之中国二十二冶专题片 要闻聚焦 2020.6.23 集团党工部 图片3

261 《搜狐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集团党工部

262 《冀云融媒体》：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63 《长城24小时》：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64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65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66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67 《中国健康发展网》：“智慧建造•绿色工地”中国二十二冶云端宣传活动在唐山圆满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68 《中国工贸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崇建公司

269 《中国品牌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崇建公司

270 《中国产经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1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崇建公司

272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3 《中国企业报道》：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4 《企业家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5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崇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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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中国经营网》：“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在河北唐山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7 《中国发展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8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79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0 《千龙网》：“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在河北唐山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1 《中华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2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3 《央广网》： “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在河北唐山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4 《中国网》：“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在河北唐山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5 《人民日报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6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 “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7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8 《人民在线》：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89 《网易》：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集团党工部

290 《环球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1 《东方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2 《中国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3 《中国企业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4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5 《北青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6 《中国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7 《国际在线》：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3 一公司

298 《中国青年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4 一公司

299 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6.24 一公司 图片8

300 《中国钢铁新闻网》： 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7 集团党工部

301 中国二十二冶中标山东沐禾产业园一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市场开拓 2020.6.28 天津公司

302 中国二十二冶一项工程获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称号 美誉殊荣 2020.6.29 一公司 图片1

303 《凤凰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集团党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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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网易》：中国二十二冶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集团党工部

305 《冀云融媒体》：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06 《长城24小时》：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07 《河北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08 《长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09 《河工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0 《河北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1 《中国健康发展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2 《中国产经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3 《中国建设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崇建公司

314 《中国品牌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崇建公司

315 《企业家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6 《中国经济报道》：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 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7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8 《中国发展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19 《中国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一公司

320 《中国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1 《中国商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2 《国际在线》：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3 《东方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4 《北青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5 《千龙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6 《中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7 《中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8 《中国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29 《央广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0 《人民日报经济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1 《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https://c.m.163.com/news/a/FG7B6AUK0514R9L4.html?spss=wap_refluxdl_2018&referFrom=&spssid=a0111f3dedf016be91ff190b43dd24fc&spsw=1&isFromH5Share=article
https://jiyun.hebyun.com.cn/pages/2020/06/27/1523f8da4dab4fc79ed79c06ce6083de.html
http://v.hebei.com.cn/ccw/detail/news.php?rid=318490
http://www.hbjjrb.com/system/2020/06/28/100363530.shtml
http://ts.hebei.com.cn/system/2020/06/27/100362070.shtml
http://www.hbgrb.net/news/TXYXW/2020/628/206281543152HB21CHJC89F4CH7DG2.html
http://guoqi.hebnews.cn/2020-06/28/content_7966667.htm
http://www.chinahealthy.com.cn/m/hangyezixun/18487.html
http://www.cien.com.cn/2020/0628/98721.shtml
http://www.chinajsk.cn/news/185374.html
https://www.brandnewsw.com/a/brandnews/062Q56120201561.html
https://www.zgceo.cn/n/11442.html
http://www.51economy.com/redian/26435.html
http://www.ceh.com.cn/syzx/1270296.shtml
http://m.chinadevelopment.com.cn/?s=index/article/id/1658141/url/http://www.chinadevelopment.com.cn/news/cj/2020/06/1658141.shtml
http://www.jl.chinanews.com/hyhc/2020-06-28/129812.html
http://city.ce.cn/cjzx/202006/28/t20200628_7271962.shtml
http://www.zgswcn.com/article/202006/202006281508091138.html
http://city.cri.cn/20200628/8d2bcf90-709e-997b-89c3-f7ff546e5941.html
http://qiye.eastday.com/eastday/n23/n34/u1ai744091_T2.html
http://finance.ynet.com/2020/06/28/2690212t632.html
http://china.qianlong.com/2020/0628/4340480.shtml
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200625/062020_547711.html
http://hb.workercn.cn/zt/tangshan/30593/202006/28/200628131943201.shtml
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finance/zh/10746725_1.html
http://www.cnr.cn/rdzx/cxxhl/zxxx/20200628/t20200628_525146688.shtml
http://www.ceweekly.cn/2020/0628/302832.shtml
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4559/2020/0628/content_31822657_1.html


332 《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3 《人民在线》：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4 《中国信息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5 《中华新闻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崇建公司

336 《搜狐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集团党工部

337 《中国青年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8 《环球网》：“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中国二十二冶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39 《中国经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40 《中国企业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金结公司

341 《东方资讯》：“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在河北唐山举行 媒体关注 2020.6.29 集团党工部

342 《百姓观察网》：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项目：“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集团党工部

343 《中国经济新闻网》：“国企顶梁柱”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29 集团党工部

344 《中国日报网》：中国二十二冶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0 金结公司

345 《今日头条》：中国二十二冶浭阳新城五区一期开展“国企顶梁柱”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0 集团党工部

346 《今日头条》：中国二十二冶开展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媒体关注 2020.6.30 集团党工部

347 中国二十二冶开展“国企顶梁柱——精雕细琢·智慧建造”主题云端宣传活动 市场开拓 2020.6.30 金结公司 图片16

348 中国二十二冶承建山东济宁王母阁路跨线桥主线通车 项目动态 2020.6.30 路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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