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建设 公众平台

蕴韵晕郧允陨粤晕郧 悦韵晕杂栽砸哉悦栽陨韵晕 晕耘宰杂

微信扫一扫

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 渊NS冤 66 号 渊内部发行冤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党委主办 电话院 0451-83163096 邮政编码院 150046 E-mail:HCGC01@QQ.COM

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国资委党委书记程志明深入
建设集团权属企业大数据公司、龙建股份调研

3 月 7 日黑龙江省政
府副省长尧 国资委党委书记程志明袁 省政府副秘
书长马立新等一行领导深入建设集团权属企业黑
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尧 龙建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渊下文简称院 大数据公司尧 龙建股份冤 进
行调研考察遥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袁
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等人陪同调研遥
在大数据公司调研时袁 程志明副省长指出袁
以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 物联网尧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袁 正在蓬勃发展袁
华为尧 浪潮等众多高科技公司纷纷进入大数据产
业袁 但大数据产业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袁 需要持续
推动遥 对此袁 黑龙江大数据公司要选准方向袁 立
足建设集团平台优势袁 从建筑领域做起袁 做精尧
做专袁 在大数据业务基础上袁 结合电子商务袁 孵
化延伸建筑材料集中采购等相关业务链条袁 从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遥
在谈及大数据未来发展方向时袁 程志明副省
长结合龙江实际袁 从不同方向提出了具体意见院
一是现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需要征信系统来支撑袁
希望黑龙江大数据公司能够汇集政府部门和各个
行业的数据资源袁 利用工商等大数据袁 在征信体
系建设上实现创新袁 创造更大价值遥 二是黑龙江
是农业大省袁 农业发展关系社会民生尧 至关重要袁
希望黑龙江大数据公司能够在发展农业大数据上
下功夫袁 能够将智慧农业与物联网深度融合袁 结
合大数据技术袁 建立农产品追溯尧 环境监测尧 市
场调节等智慧农业生态体系袁 促进龙江农业高质
量发展遥 三是希望在安监大数据平台应用上袁 能

够结合我省石油化工尧 煤炭矿山等高风险行业开
展应用袁 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袁 为龙江建设
贡献数据力量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理尧 总会计师袁
大数据公司董事长郐晓龙向程志明副省长介绍了
建设集团成立大数据公司的战略意义和公司大数
据应用尧 智慧集采尧 智慧集成等主营业务开展情
况以及党建活动尧 企业文化建设情况袁 邀请各位
领导观看了政府大数据融合共享平台尧 安监大数
据平台尧 农业大数据平台等应用场景展示遥
在龙建股份袁 程志明副省长一行观看了建设
集团宣传片袁 并对龙建股份发展状况表示关注袁
就公司融资成本尧 科技研发尧 市场份额尧 冬季施
工等情况进行了重点询问遥 程志明副省长表示袁
将于近期召开座谈会袁 对建设集团情况做进一步
了解袁 对具体工作进行详细部署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董事袁 龙建股份党委书
记尧 董事长尚云龙从企业基本情况尧 党的建设尧
企业内部 野三项制度冶 改革尧 当前存在的问题及
下步工作安排等方面做了详实汇报遥 尚云龙表示袁
龙建股份在建设集团党委的带领下袁 推动企业党
建工作不断取得长足进展袁 在企业振兴发展过程
中袁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龙建股份坚持深化人事制
度改革袁 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曰 深化用工制度
改革袁 健全职工能进能出机制曰 深化分配制度改
革袁 健全收入能增能减机制遥 企业 野三项制度冶
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遥 2018 年龙建股份将在建设集
团指导下袁 全面启动革命性改革袁 按照 野三保两
做一拓展冶 的整体工作思路袁 积极推进龙建 ERP
管理系统建设袁 加大省外尧 国外市场布局力度袁
通过龙建 ERP 管理系统建设袁 优化管理流程袁 发
挥企业综合优势袁 确保既有市场份额袁 力争新兴
市场实现再开发袁 重点加强国外市场的长远布局遥
着力打造 野龙建公益品牌冶袁 凝聚正能量袁 履行国
有企业的责任担当遥
最后袁 尚云龙表示袁 龙建股份将在省委尧 省
政府尧 省国资委和建设集团的正确领导下袁 奋力
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袁 为现代化新龙江建
设事业袁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业履行大型国企
的应尽职责浴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与融创中国
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3 月 23 日袁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尧 龙创置业尧 融创中国
渊华北区冤 在哈尔滨市万达文华酒店举行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袁 开启了双方务实合
作尧 共谋发展的新篇章遥 建设集团副董事
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出席仪式并致辞遥
2017 年袁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秉
承 野不改初心袁 品质传承袁 为美好哈尔滨
而来冶袁 将哈尔滨万达城项目作为落子冰
城的开端袁 为哈尔滨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
新动能尧 树立了新标杆遥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作为国有资本投
资尧 运营尧 管理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袁 已
发展成为以建筑业全产业链为主袁 集投
资尧 规划尧 设计尧 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集团遥 集团连续多年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尧 中国承包商前 30 强尧 黑龙江企业 10
强遥 集团权属企业龙创置业自成立以来袁
始终坚持精耕细作哈尔滨房地产市场袁 以
筑造 野品质人居冶 为己任袁 重品质尧 建精
品袁 地标性建筑要要
要龙创窑新世纪已成为
龙江地产旗舰品牌遥
新一轮的东北振兴发展和哈尔滨城市

发展内涵的提升袁 为双方战略合
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
机遇遥 双方的战略合作袁 将充分
发挥融创奥城置业开发尧 品牌尧
资金与营销管理优势和龙创置业
政府沟通尧 土地资源尧 建设施工
的优势袁 为实现优势互补尧 强强
联合尧 做强做大奠定了基础遥 随
着乐安小区尧 国贸大厦尧 中以现
代农业产业园尧 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等项目的启动推进袁 必将开启
我们双方长期尧 全面尧 深入战略合作的新
篇章袁 为建设美丽冰城尧 振兴龙江经济做
出新的贡献遥
会前袁 融创中国执行董事尧 华北区域
总裁迟迅率团队考察了乐安小区项目现场袁
并与建设集团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开
展了深入洽谈交流遥 他表示袁 融创中国自
创立以来袁 始终秉承 野至臻致远窑美好生活
的整合者冶 战略定位袁 坚持与当地最富实
力企业展开优势互补袁 强强联合袁 高端介
入袁 深耕地产遥 选择与建设集团成为战略
合作伙伴袁 正是出于对其综合实力和良好
口碑的首肯遥 双方肝胆相照尧 荣辱与共袁
一定会互利互惠尧 合作共赢袁 融创中国与
建设集团必将在更宽领域尧 更高层面尧 更
全方位尧 更多维度上推进战略合作遥
龙创置业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成仁与
融创中国 渊华北区冤 哈尔滨公司总经理刘
延青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纪委书记成照东袁
建设集团尧 龙创置业相关部门负责人袁 融
创中国 渊华北区冤 哈尔滨公司员工出席了
签约仪式遥

集团要闻

3 月 26
日黑龙江省委常委尧 哈尔滨市委书记
王兆力到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投资开发
的中以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调研袁 实
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遥 黑龙江省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袁
哈尔滨市副市长赵革陪同调研遥
中以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袁 是
省尧 市重点农业产业项目袁 旨在利用
以色列世界领先的农业技术袁 开发尧
推广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袁 建设设施农
业尧 旱田示范区尧 农业嘉年华等板块
的一期工程将于 5 月动工遥 王兆力详细了
解项目功能定位尧 布局规划情况袁 要求
野提高站位袁 通盘考虑袁 统筹规划冶遥 听说
园区要打造四季农业观光项目袁 王兆力称
赞 野这个项目好冶袁 希望结合园区定位袁 认
真研究袁 精心设计袁 做好都市休闲观光农
业旅游这篇文章遥 要着力在留住人上下功
夫袁 多增加参与性尧 体验式的内容袁 让园
区的人气越来越旺袁 促进园区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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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力指出袁 要进一步完善群力西区总体
规划袁 坚持合理布局袁 规划先行袁 明确主
要板块功能定位袁 这样才不会 野打乱仗冶遥
王兆力强调袁 要结合区域实际袁 加强顶层
设计袁 完善总体规划袁 进一步明确功能定
位袁 在打造原生态尧 宜居宜游宜业上下功
夫袁 不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袁 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极遥

热点事件

为促进
冰雪旅游产业合作交流袁 推动集团
参与青岛冰雪旅游项目建设袁 3 月
29 日袁 青岛市政府栾新副市长率青
岛市旅游发展委尧 青岛广豪建设集
团一行 7 人袁 对哈尔滨万达茂冰雪
主题场馆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袁 并到黑龙江省建
设集团总部袁 与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
等领导就青岛冰雪大世界项目投资合作事宜进
行了深入座谈交流遥
双方一致认为袁 青岛旅游产业具有良好的
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袁 省建设集团具有建设施

3 月 21 日袁 省委组织部基
层办贾宇主任深入建工集团吉尼斯项目党支部调研指导
工作遥 建工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陆要武袁 建设集团党
委工作部副主任李亚东袁 建工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
记孙庆东陪同调研遥
贾宇一行首先深入到施工现场袁 听取了项目副指挥
邵经钢就工程概况尧 工程进度尧 施工疑难点及工程未来
规划等方面的介绍遥 在项目党建活动室袁 党支部书记唐
凯围绕支部概况尧 党组织架构尧 活动开展尧 党建工作思
路及未来党建工作方向等方面作了汇报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 陆要武就建工集团党建工
作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遥 陆要武表示袁 一直以来袁 在省
委尧 省国资委和建设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袁 建工集团
广大干部职工聚精会神抓党建尧 一心一意谋发展遥 始终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袁 筑牢国企党建之 野根冶袁
夯实国企发展之 野魂冶袁 为集团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政治保证遥 陆要武围绕注重政治建设尧 紧盯 野关键少
数冶袁 坚定理想信念尧 提高政治站位袁 落实党建标准化尧
夯实党建基础袁 创新党建载体尧 打造党建品牌袁 构筑廉
政堤坝尧 提升政治自觉等五个方面对集团一年来党建工
作开展情况做了介绍遥 最后袁 陆要武介绍了建工集团新
形势下 野13455冶 党建工作新思路袁 即 野一个坚持冶尧
野三个带动冶尧 发扬 野四有四敢冶 精神尧 锤炼 野五种能
力冶尧 确立 野五强标准冶遥 并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尧 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尧 夯实基层组织建设等三个方面介绍了集
团下步党建工作思想遥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官网 http://www.hljhcg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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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尧 冰雪旅游资源整合优势袁 为
双方优势互补尧 务实共赢奠定了
政企合作的基础遥 双方拟合作开
发建设的青岛冰雪大世界项目袁
将填补青岛冬季旅游空白袁 助力
集团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袁 对于完
善青岛旅游产业体系和促进集团
多元产业发展升级具有 重要意
义遥 双方将共同采取有力措施袁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论证工作院 一
是组建专门班子袁 加强沟通协调
和配合袁 积极推进项目 落地工
作曰 二是对项目定位尧 主题内容尧 投资规模尧
建设选址等进一步深入调研论证袁 尽快形成相
对 成熟 的方 案 曰 三 是 结 合 国 家 全 民 旅 游 热 和
2022 年冬奥会契机袁 抢抓市场机遇袁 力争项目
在 2022 年前投入运营遥
座谈中袁 青岛市政府栾新副市长对集团的
厚重历史尧 产业发展尧 显著业绩和综合优势给
予了高度评价袁 并表示与集团合作充满信心袁
将对投资合作项目依法依规给予大力支持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理尧 总会计师
郐晓龙袁 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尧 龙安集团董事长
周军等领导参加座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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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东就建设集团党建工作进行汇报遥
李亚东表示袁 建设集团一直将党建工作放在
第一位袁 将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遥 从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尧 党的政治核心
和领导核心与企业生产经营中心深度融合尧
干部人才建设尧 组织建设等方面做了介绍遥
李亚东强调袁 要积极开展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
使命冶 主题教育活动袁 同时要制定相应制
度袁 通过制度来约束尧 完善尧 带领党建工作
进程遥
在听取汇报后袁 贾宇对建设集团尧 建工
集团尧 吉尼斯项目的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及取
得的工作成绩表示肯定遥
贾宇表示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将党建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袁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作用袁 要理直
气壮抓党建尧 坚定不移促发展袁 并结合项目
党支部具体情况提出四点期望遥 一是吉尼斯
项目党支部应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打通最后一公里袁 真正
做到 野有党员在就有阵地在冶曰 二是要严格
按照制度开展工作袁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袁 按
照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袁 实现制度落地袁 让党
的旗帜高高飘扬曰 三是发挥党员作用袁 在项
目中做到质量把关袁 安全把控袁 进度把握袁
关键时刻尧 关键环节尧 关键岗位有党员曰 四是结合项目
自身情况袁 发挥党员干部在项目实际生产中的作用袁 按
照新时期党的建设总要求将政治建设尧 思想建设尧 组织
建设尧 作风建设尧 纪律建设尧 制度建设落到实处袁 必将
反腐倡廉贯彻其中遥
最后袁 孙庆东表示袁 感谢省委组织部贾宇主任对吉
尼斯项目党支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袁 这也进一步激
发了集团广大党员的工作热情袁 吉尼斯项目党支部将结
合领导讲话精神尧 结合实际工作袁 进一步调整思路袁 让
党旗飘扬在工地上袁 同时集团党委也将针对工作实际袁
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袁 当好标杆榜样袁 为建工集团做强
做优做大做出新的贡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