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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湖渊上海冤置业浙江丽水南明湖国际休闲养生港项目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喜增 魏振斌

为提高广大职工的身体

素质袁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
式袁 预防常见职业病的发生袁
10月 26日袁 建设集团工会联
合中国安全健康教育网在集

团四楼大会议室开展了以野和
谐我生活袁健康中国人冶为主
题的职工安全健康知识讲座遥

本次讲座特别邀请了中

国安全健康教育网的主讲老

师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高静梅老师遥 高老师先后围绕
CPR现场紧急救护 渊心肺复
苏尧胸按压尧人工呼吸等冤尧空
气污染的危害及健康防护尧工
作压力引起的心理压力疏导尧

常见职业病的防治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述袁并通过
和职工互动的方式袁现场教授
了肩周炎尧颈椎病等职业病的
预防和治疗的方法遥 本次讲座
内容丰富实用袁 方式生动活
泼袁 广大干部职工深受启发袁
受益匪浅遥

集团工会借助专业机构

推送服务项目袁拓展职工安全
健康服务渠道袁努力在职工中
形成珍惜生命尧关爱健康的良
好氛围袁 受到广大职工的认
可遥 集团机关人员及权属二尧
三级企业共 120 余名职工参
加了此次讲座遥

珍惜生命 关爱健康
建设集团工会开展职工安全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讯 记者 张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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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叶新时期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曳叶关于提高技术工
人待遇的意见曳袁 进一步提高职工队伍技能素
质袁 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术工人培养中
的引领示范作用袁 以实际行动献礼中国工会十
七大袁省管企业尧国防工业工会承办袁省建工集
团协办的第二届省国资委及国防工业系统企业

职工技能大赛砌筑工种决赛暨省建工集团 2018
年职工砌筑比赛于 10 月 19 日在黑龙江省建筑
产业现代化示范园拉开帷幕遥

来自省建工集团各基层单位项目部的共 10
支代表队尧30名选手参加了本次大赛遥 本次比赛
由理论知识竞赛及实际操作比赛两部分构成袁理
论知识竞赛袁限时 60分钟袁占总成绩的 30%袁实际
操作比赛时间为 6个小时袁占总成绩的 70%遥

10月 18日下午 14 时在建工集团一楼会议
室举行了理论知识答题袁省管企业尧省国防工业
工会副主席康福军,调研员赵卓平袁副调研员马
海波来到现场并讲话遥 本次理论答题采取代表
答题形式进行袁每只代表队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袁
取两人分值平均数为最终成绩遥 答题过程中袁20
名选手时而冥思苦想袁时而奋笔疾书袁在交卷时
间前均完成了答题遥

10月 19日早 8点 30分袁招展的 17条条幅尧
标语将现场气氛渲染的热烈而庄重袁 各代表队选
手统一服装陆续入场遥 9点整举行开幕式袁省管企
业尧 省国防工业工会副主席康福军袁 调研员赵卓
平袁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潘洪袁省建设集团工会副
主席尧工会办主任郭鹏袁工会办主管张宇袁省建工
集团副董事长尧总经理李海智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
书记孙庆东袁总工程师王玉林袁副总经理张宏图出
席了开幕式袁哈尔滨锅炉厂尧龙建股份等单位工会
领导也来到比赛现场进行观摩袁 本次开幕式由建
工集团工会主席穆业林主持遥
开幕式上袁集团总经理李海智代表建工集团向

全体参赛选手尧向百忙之中莅临的各位领导尧各界
同仁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遥 他指出袁本

次大赛是对职工技能水平的一次展示和检验袁对进
一步深入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袁调动广大职工袁特别
是劳务工人学技术尧 学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对
形成崇尚先进尧钻研技术尧爱岗敬业的良好企业风
气具有重要意义遥 近年来袁集团把提高职工业务素
质作为提高生产力袁 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袁
开展了野当好主人翁袁建功新时代袁共筑建工梦冶主
题竞赛袁积极引导鼓励职工野提建议尧搞发明冶袁在全
集团掀起了野学技术尧学业务尧练本领尧强素质冶的活
动热潮袁面临新的机遇尧新的挑战袁要进一步抓好职
工队伍综合素质工作袁为野打造国内一流尧省内龙头
的建筑施工领域总承包商总集成商冶奠定坚实的基
础袁为黑龙江的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遥

省管企业尧 省国防工业工会副主席康福军对
协办本次比赛的省建工集团工会尧 及全体工作人
员的辛勤付出表示真挚的感谢遥他在讲话中指出袁
本次大赛是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尧 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袁同时结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尧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需要组织开展的袁 比赛充
分发挥了职业技能竞赛在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

和创新发展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遥 比赛为广大职
工切磋技艺尧交流经验尧提高技能尧展现风采搭建
了平台袁为发现并培养更多技能领军人才袁进一步
推动我省建设知识型尧技能型尧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打下了坚实基础遥 最后他祝愿全体参赛选手赛出
风格尧赛出水平袁在比赛中收获自己满意的成绩遥
随后参赛选手尧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袁裁判长苏
典帅对比赛规程进行了说明遥

经过六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后袁 各个代表队
相继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袁 经过裁判组综合评
判遥 最终袁黑龙江星海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获得团体第一名袁吉尼斯总承包项目部获得团
体第二名袁省四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获得
团体第三名袁黑建一公司尧省二建公司尧省三建
公司尧省六建公司尧省七建公司尧省九建公司尧
地铁项目部获得优胜奖袁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获得优秀组织奖遥

11月 5日上午袁建设集
团召开拉萨城投挂职干部欢

迎会袁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蔡绍忠袁 建设集团
权属各接收单位党委副书

记尧党办主任及 29名拉萨城
投挂职干部参加此次欢迎

会袁机关党委书记尧党委工作
部主任张恩来主持会议遥

首先袁 建设集团党委工
作部副主任李亚东传达了挂

职安排意见袁 并依次介绍了
前来挂职的各位干部遥随后袁
大美文投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尧 工会主席黄华代
表接收单位袁 拉萨鲲泰建设
集团干部旦增米玖代表挂职

干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遥
会上袁 蔡绍忠代表集团

党委向各接收单位提出三点

要求遥要当好野服务员冶袁无微
不至的关心挂职干部遥 各位
挂职干部来自西藏地区袁各
接收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大家的生活食宿袁尊重挂职干
部民族风俗习惯袁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遥 每周
要定期召开挂职干部座谈会议袁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和
生活状况袁帮助挂职干部解决好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遥 要提高安全保障意识袁确保各位挂职干
部在哈期间的工作安全和人身安全遥 要当好 野指导
员冶袁毫无保留的助力干部成长遥 各接收单位要充分突
出各自板块的特点与优势袁指导和帮助挂职干部制订
学习工作计划袁明确责任分工袁确定岗位职责袁做到与
本地干部同安排尧同使用尧同管理袁使挂职干部成为企
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奉献者袁 支持挂职干部勇于创新尧
放手工作袁切实让挂职干部在短期内得到快速锻炼和
提高遥要当好野联络员冶袁真心实意的夯实友谊之桥遥积
极发挥挂职干部的桥梁纽带作用袁建立建设集团与拉
萨城投对口部门和对口领域间的紧密联系袁 以点带
面袁 不断加强和扩大两地间业务交流与项目合作领
域袁拓宽视野尧精益求精袁
推动建设集团与拉萨城投

间的合作向更高层次尧更
宽领域尧 更为广阔的合作
空间迈进遥

蔡绍忠对拉萨城投的

挂职干部提出三点希望遥
一是希望他们迅速适应环

境尧融入工作遥各位挂职干
部要尽快实现生活环境尧
社会角色尧 工作任务的调
整和转变袁 加快对所在岗
位工作业务的系统性了

解袁 把握好职能定位和工
作节奏袁 迅速融入企业中

心工作袁切实学到真本领尧掌握新技能遥 二是希望他们
发挥自身优势尧推动工作遥 各位挂职干部要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袁 与接收单位干部互相学习尧取
长补短袁不断磨练意志品质袁多出主意尧多想办法袁多
支实招尧多办实事袁切实在工作中得到锻炼提高和成
长进步遥三是希望他们生活愉快惬意尧舒心工作遥各位
挂职干部要把哈尔滨当成自己的野第二故乡冶袁在工作
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袁 及时向所在单位反映袁
我们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尧处理问题袁着力
为各位提供最优质尧最高效的服务遥

会议最后袁张恩来希望各接收单位安排好挂职干
部的工作与生活袁也祝愿挂职干部在建设集团工作期
间工作顺利袁万事如意遥

会后袁 挂职接收单位与挂职干部进行了对接袁29
名挂职干部分别奔赴 8 个单位渊部门冤正式开始为期
35天的挂职锻炼遥

第
二
届
省
国
资
委
及
国
防
工
业
系
统
企
业
职
工
技
能
大
赛

砌
筑
工
种
决
赛
暨
省
建
工
集
团

年
职
工
砌
筑
比
赛
圆
满
结
束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永
泉

热烈欢迎拉萨城投干部
到建设集团交流挂职

本报讯 记者 张建功

龙建股份松北综合经营生产中心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本报讯 记者 田艳

龙创雅生活盛大揭牌袁 龙创集团携手雅生活开创物业服务混合所有制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魏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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