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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张起翔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本报 刘雨轩）4月30日，黑龙江省建设
投资集团与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举行 《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建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起翔，集团董事许国柱，集团副
总经理周军出席签约仪式； 集团投融资业务
部相关负责人， 建投集团权属企业———建工
集团、龙建股份、龙安集团和水利水电集团负
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建投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起翔在致
辞中指出，多年来，建投集团与大兴安岭有着
深厚的合作基础， 参与过大兴安岭地区很多
重大项目建设，也结下了深厚的合作友谊。建
投集团权属企业龙建股份公司， 在大兴安岭
地区完成了省道加漠公路等5个项目建设，正
在建设国道北京至漠河公路以及丹阿公路，
近年来开始投资建设漠河观音山·采金小镇
项目，一期预计投资5000万元，2018年已完成
投资3000万元；目前，正积极跟踪公路工程建
设等8个项目，项目投资估算或建安费总额20
亿元。建投集团权属企业建工集团，即将参与

到加格达奇区城市街区和住房的改造项目
中，努力打造第二个满洲里，项目投资额达6
亿元。张起翔指出，建投集团将紧紧抓住省级
产业投资集团重组带来的政治机遇、 政策机
遇、改革机遇和市场机遇，按照省委省政府赋
予的新使命新要求， 全力打造全省除交通设
施之外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五大投融资平
台，承担起重大工程项目投资、规划、勘察、设
计、施工总承包和运维管理等功能。建投集团
将与大兴安岭一道，积极构建更加紧密稳固、
良好亲善的战略合作关系， 聚焦安居民生工
程、重大市政工程、防洪水利工程、生态环保
工程、 重大公共服务项目等重要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开展全面全方位合作，共同谋划推进
城市转型，推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林管局局
长李大义在致辞中指出， 建投集团是国有大
型现代企业，综合实力强、管理水平高、市场
信誉好，与省建投集团合作，对促进林区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打造高质量工程，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意义。受开发初期“先生产后生活”
的方针影响，大兴安岭城市建设、道路交通、
水利设施等领域历史欠账较多， 基础设施薄
弱已成为制约林区转型发展的突出短板 。
2018年，大兴安岭打响三年攻坚战，将基础设
施建设纳入七大攻坚战之一， 今年将重点推
进50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特别是省委
省政府即将出台 《关于支持林区城市加快转
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兴安岭将迎来基础设
施建设的窗口机遇期， 与省建投集团的合作
空间更为广阔。 大兴安岭将把建投集团作为
长期稳定优先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城建、交
通、水利等诸多领域广泛开展深入务实合作，
并积极作为、主动服务、全力保障，用最大的
诚意打造效率最高、流程最优、服务最好的发
展环境。

随后，省建投集团与大兴安岭地区行署，
建工集团与加格达奇区， 龙建股份与松岭区
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后，双方举
行座谈会，就下一步的具体合作展开洽谈。

（本报 刘雨轩）5月6日，龙创·新世纪项
目正式开工， 项目由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
团投资， 建投集团权属企业龙创置业集团
开发建设， 建投集团权属企业黑龙江省建
工集团承建。平房区、哈尔滨经开区区委常
委， 统战部部长温善骋； 建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起翔；建设集团副董事长、总
经理于彩峰；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张冠武；
建设集团董事许国柱；集团副总经理、总会
计师郐晓龙；集团副总经理王恒达；集团副
总经理周军； 建投集团纪委书记成照东出
席开工仪式。建投集团机关全体干部，龙创
置业集团、 建工集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开
工仪式。

温善骋在致辞中指出，龙创·新世纪项目
位于哈尔滨经开区长江路集中区核心区域，
将为经开区建设发展增添一座地标性建筑，
对促进经开区功能提档升级， 助力哈尔滨市
商贸业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经开区将以更加
开放的胸怀和更加高效务实的服务， 全力支
持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建设和施工环境。希
望建投集团把龙创·新世纪建设成为高品质
的商务标杆项目， 全力打造冰城房地产开发
领域中的优质示范工程， 为省市开展招商引
资工作贡献新的积极力量。

于彩峰在致辞中指出，黑龙江省建设投
资集团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管理的大型
现代企业集团， 以建筑业全产业链为主，集
科研、投资、规划、设计、建设于一体，在国际
及国内建筑市场创建了一大批精品工程，现
位居中国500强企业、 中国承包商前30强企
业、黑龙江前10强企业。龙创置业集团是集一
级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地产企业集团；
省建工集团是大型多元化建筑企业集团，连
续3年入选黑龙江省50强企业。龙创置业集团
与建工集团强强联手，在哈尔滨市开发区这
片优渥的土地上倾力打造20万㎡地标级商
务综合体，将为冰城市民带来一个全新的商
务休闲体验。开工仅仅是第一步，建投集团
将牢记使命、积极进取，为推进冰城城市建
设和人居环境的改变不断努力。

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陆要武在
致辞中指出， 建工集团拥有省内唯一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集聚了业
内众多精英人才，连续6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和新签合同额双超百亿， 承建的项目九
获鲁班奖、十一获国家优质工程。近两年，
组织建设了包医国际医院项目、 哈尔滨坤
腾综合体一期、 里普利吉尼斯乐园项目等
一大批优质工程项目， 均取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建工集团将组建
最强有力的管理团队，秉承“质量第一、用
户至上、关注细节、朴实真诚”的服务理念，
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工艺流程、质量体系标
准组织施工，用实际行动争创优质工程，以
精品工程再树品牌形象。

随后，项目开发公司和项目承建总包单
位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龙创·新世纪项目占地面积2.14公顷，
位于香坊万达广场商圈内，项目总高度138
米，包含两栋超高层双子塔和裙房建筑，与
亚洲第一高钢塔-龙塔遥相呼应、 相得益
彰，15.9公顷湘江公园美景可尽收眼底，项
目近地铁2号、3号线，公交线路20余条，交通
便利、生活便捷、商业氛围浓厚。产品业态
包括高端精装公寓、五星级个性化办公区，
以及生态景观沿街商铺。

龙创·新世纪原身为哈尔滨国贸大厦，
多年来， 该项目几经周折。2019年1月18日，
龙创·新世纪项目召开项目改造专家论证

会， 改造工程结构体
系重构技术方案获得
专家评审认可， 为项
目升级改造提供了权
威性的技术支撑 。项
目的启动开工， 标志
着有着原历史遗留的
国贸大厦项目将会以
崭新的形象、 更加完
善的布局、 更加合理
的功能、 更加强势的
品牌成为新的地标级
城市综合体。

（本报 刘雨轩）4月28日，建投集团召开亏损企
业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建设集团董事许国柱，建设集
团董事会秘书、 战略绩效部和改革发展部总经理蔡
智军，集团战略发展部、财务中心和投融资业务部的
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各权属企业主管财务和管理
的副总经理参加会议。

建设集团战略绩效部副总经理周航首先传达了
省国资委 《关于开展亏损企业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 通知要求切实抓好专项治理各项重点工作，全
力以赴打好亏损企业治理攻坚战。

蔡智军指出， 这次开展的亏损企业专项治理工
作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是对提质增效工作的细化，直
指病灶。这次任务下达得急，时间紧、任务重，亏损企
业治理情况要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省国资委对出资
企业的年度绩效考核中， 直接影响到集团和权属企

业工作业绩的打分情况。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
“一把手工程”，要建立好常态机制，力争减少、消灭
亏损户数，寻找优化途径。

许国柱重申了沈莹副省长对一季度国有企业
经济运行情况的指示要求，许国柱指出，要提高认
识，认清形势。提升经济效益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的重要任务，现在，随着管理方式的不断变化，国
有企业提质增效、扭亏为盈工作步步为营。要加强
市场开拓，开展亏损企业专项治理；要加大低效资
产盘活力度，压实工作责任；要理清亏损单位，领
好任务、认真筛选，要抓好这项“一把手工程”，根
据各权属企业不同情况分层次、分步骤加以解决；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争在三年内实现扭亏为
盈，进而全力以赴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努力实现
集团高质量发展。

（本报 刘雨轩）5月1日， 受建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起翔的委托，省建设集团总经理助
理、省国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德臣来到花园邨宾馆维修改造现场，看望一线
建设工人，并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王德臣在讲话中指出，三月下旬花园邨宾馆
维修改造工程启动以来，全体施工人员克服时间
短、任务重、施工现场地形复杂、工程点多面广等
各种困难，按计划如期推进工程，取得了维修改
造阶段性胜利。 在近一个半月的施工过程中，弘
高公司、建工集团、绿化园林公司、通普公司、国
脉公司以及花园邨宾馆的一线职工， 心怀大局、
担当负责、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完成了大部分主
体工程， 为如期完成维修改造任务赢得了时间、
赢得了主动，为保证全省重要接待任务做出了突出
贡献，得到省委省政府和建投集团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能打硬仗、
敢于胜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奋战三

十天，确保工程质量，确保工期进程，在中俄博览会
和全国科技大会前，将一个全新的花园邨宾馆交付
使用，为营造优良的经贸交流环境做出新的贡献。

省国宾酒店管理公司全体班子成员以及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到现场进行慰问。

建投集团与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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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臣慰问花园邨宾馆维修改造一线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