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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摄影比赛结杲的通知

各市建协 (联合会 )、 省建投集团,各会员单位 :

由我会组织的
“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
摄影比赛历时两

个月,已 圆满结束。本次摄影比赛紧扣时代主题,讴歌建筑企业

和建筑工人在新征程中的新担当,在新时代中的新作为,征集摄

影作品 150余幅。经专家评定,现将比赛结果公布如下 :

一等奖 fs人 )

邵姥霖 (奥乐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之光

傅 琚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筑明天

丁志华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炽热

徐若翩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人的圆

贺剑君 (中 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花飞舞

二等奖 (10人 )

李 杰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工地上的男人 (2)

祝根海 (浙江省建工集团第五建设公司)  给力

陈 强 (奥乐科技有限公司)       辉煌

金建华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烈日当头

杨明敏 (台 州市建筑业行业协会)     仰望

吕振勇 (明 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中的小城镇

王志鹏 (新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巧夺天工

许 瑾 (杭州市设各安装有限公司)    火光

王春英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高架桥之美

余子辉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沐浴汗水中的人们

三等奖(15人 )

丁 海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砺剑战士 (1)

汗流知多少 (2)陈加炎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 志 (浙江省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伟娜 (杭州市设各安装有限公司)

王红霞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谢侃侃 (新世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李 鹏 (浙江省工业设各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韦小燕 (明 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照

精密测量

朴实的笑容

精益求精

钱塘金钻

颜色



余鸿雁 (浙江恒誉建设有限公司)

杨寿庆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余军江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福生 (明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 杰 (歌 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新杭州 (2)

桥

展望

水舞

“
小候鸟

”
看世界

白长江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之美 (2)

方志根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整装待发

优秀奖Cs8人 )

贺剑君 (中 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美容师

贺剑君 (中 亿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构筑心中的美园

余子辉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匠

李 旭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架桥机一瞬 (2)

李 旭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钢铁与苍穹 (1)

李 旭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栈桥美景 (2)

傅秋莲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快速响应

姜元新 (浙江致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一炮打响

金斐斐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劳动使我快乐

姚旭颖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劳作 (2)

姚旭颖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劳作 (1)

吴蒙双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凝心聚力

庄晶晶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诚铸精品 (1)



庄晶晶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诚铸精品 (2)

余鸿雁 (浙江恒誉建设有限公司)

喜迎十九大,建设新杭州 (1)

傅 琚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奋斗

傅 琚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秋助学 (2)

金志伟 (浙江交工钱潮建设有限公司)

下班后嘻哈风格的当地员工

金志伟 (浙江交工钱潮建设有限公司)   孤独的逸行者

曾子鑫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波

陈福生 (明 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起航

陈 强 (奥乐科技有限公司)       张力

丁 海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砺剑战士 (3)

胡志锐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平凡的修路人 (3)

李 鹏 (浙江省工业设各安装集团有限公司)巡检

梁世崎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专注:毫厘必争 (1)

刘志豪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征途

陆建平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连墙钢筋笼吊装 (1)

吕振勇 (明 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比肩

任雪燕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匠人的幸福 (1)

施炎升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芦苇丛的守望



魏梅芳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国庆坚守岗位 劳动更显美丽

(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火树银花喜迎十九太 (1)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雾中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传递

(杭州市设各安装有限公司) 反复调试 (1)

(浙江舜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嘹望

(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找到我们的梦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观看开幕会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听党话 跟党走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专注

高空下的作业环境

安全常在心间

徐 莉

徐若翩

徐若翩

叶 青

余军江

俞伟强

卢水义

卢水义

钟超文

周秋生

杨明敏

余佳根

丁志华

方志根

方志根

黄敏聪

金建华

李 玲

(台 州市建筑业行业协会 )

(浙江省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天空的桥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铁的交融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整齐划一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和谐杭构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光火石 (2)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运筹帷幄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耕云钓月



裘松英 (杭州建筑构件集团有限公司)

赵 纬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静待结果 (1)

滨湖蓝湾项目全景

白长江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之美 (l)

陈加炎 (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丰毅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汗流知多少 (1)

金 斌 (金磐集团有限公司)

唐 静 (金磐集团有限公司)

工地几何-几何垂直

安得广厦千万间

苦干

协 会

十三日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