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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集团召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专题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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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党群工作部 邓群冤8月29日下午袁按照省委主题教育部署要求袁
建投集团党委召开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专题民主生活会遥会议充分
运用主题教育成果袁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主线袁聚焦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这一主题袁突出力戒形式主
义尧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袁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尧思想政治受洗礼尧
干事创业敢担当尧为民服务解难题尧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野四个对照冶野四个找一找冶的要求袁深入检视问题袁深刻
剖析原因袁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袁明确努力方向和整改措
施袁做到自我净化尧自我完善尧自我革新尧自我提升遥
建投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起翔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遥集团
班子同志出席会议遥省委主题教育第十九巡回指导组组长田文媛到会
指导并作点评讲话袁指导组成员张德山尧李晨曦列席会议遥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袁在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有力领导和省委第
十九巡回指导组精心督导下袁建投集团党委围绕任务目标袁紧扣主线
主题袁高标准尧严要求推进袁取得了明显成效遥为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
活会袁建投集团领导班子和班子同志会前持续深化学习尧广泛征求意
见尧深入谈心谈话尧系统梳理问题袁认真撰写班子和个人检视剖析材
料袁作了充分准备遥

喜迎建国70周年袁展现建投集团野抱一至永尧远者
无疆 冶的企业核心文化和野 正心诚意 尧 刚健自强 冶 的守
正坚韧奋斗精神袁 集团党委宣传部推出野 我和建投共
成长 冶书画 尧摄影 尧征文优秀作品系列展袁 用文艺的形

对标争先尧奋发有为的良好氛围遥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袁进一步激发广
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尧推动发展的热情和动力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
为推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遥
田文媛指出袁 要狠抓问题整改 袁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遥抓好整改落实袁是主题教育的基本要求袁也是检验是否取得
成效的试金石遥要逐项推进整改落实袁做到一项一项整改尧一个一个销
号遥要突出抓好专项整治袁强化大局意识和野一盘棋冶思想袁通过部门联
动上下互动袁统筹推动问题彻底解决遥要紧盯民生热点问题袁对群众反
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袁要组织专门力量集中攻坚袁适时公开整改情况袁
自觉接受监督袁 切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
象遥
张起翔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袁要提高政治站位袁善于把握大势袁把主
题教育作为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新起点遥 要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袁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和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袁自觉对表对标袁认真
检视反思袁使自己的思想观念尧认知水平尧思维方式紧紧跟上党的理论
创新步伐和时代要求遥
张起翔强调袁要跟进问题整改袁敢于担当作为袁时刻保持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遥要把担使命作为初心所在尧责任所在袁找准靶
向袁把主题教育期间领导班子和成员检视剖析的问题整改工作袁作为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袁坚定信念尧担当使命尧推动整改遥
张起翔指出袁要带头率先垂范袁点亮政治本色袁以实际行动践行全
面从严治党各项部署要求遥野知之愈明袁则行之愈笃冶袁只有理论清醒袁
才能政治坚定遥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袁将学习基础理论落实到全面从
严治党的全过程袁 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作为行动指南和铁的纪
律袁作为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袁把党的政治规矩立起来尧严起来袁全面
从严自警自励尧修身正己遥
张起翔强调袁要聚焦主责主业袁推动改革发展袁以高质量的主题教
育推动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遥野守初心袁担使命冶不仅是理论问题袁更是
实践问题遥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袁通过原汁原味尧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袁引导党员干部勇担职责使命袁焕发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遥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袁勤于学尧敏于思袁学思践悟尧
知行统一袁不断学习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尧新方法袁用理论指导实践尧推
动工作遥

式生动展现爱党尧爱国尧爱集团尧爱建投的情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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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报了建投集团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尧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
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征求意见情况遥
张起翔首先代表建投集团领导班子作检视剖析袁联系思想和工作
实际袁深挖问题根源 袁提出整改措施遥 随后 袁张起翔带头开展自我检视
剖析袁其他班子同志逐一进行个人自我剖析遥每位同志发言后袁其他同
志逐一对其提出批评意见遥大家的自我批评直奔主题尧开门见山袁把自
己摆进去尧把职责摆进去尧把工作摆进去袁既从自身查找问题袁又从基
层反映出的问题反思自身的不足袁深刻剖析主观上尧思想上的根源袁做
到见人见事见思想遥相互批评真点问题尧点真问题袁出于公心尧敢于直
言袁从具体事情尧具体问题入手袁从政治上尧思想上尧作风上提意见袁落
细落小袁凝聚了共识尧增进了团结尧明确了方向遥
田文媛对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点评袁她指出袁建投集团专题民主
生活会能够聚焦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袁准备充分尧程序规范尧组织周密尧严
肃认真尧作风扎实袁达到了找差距尧抓落实尧沟通思想尧形成共识尧增进
团结的目的和效果遥
田文媛强调袁要坚定理想信念袁把践行初心使命体现在落实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遥坚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必须要时刻
拧紧理想信念这个野总开关冶袁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尧把准政治方向袁始终
在思想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遥
田文媛指出袁要持续深入学习袁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尧往心里走尧往实里走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开展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袁也是党员领
导干部必须要坚持的长期政治任务遥要持续强化学习袁在常学常新中
加强党性修养袁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袁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
使命遥要及时总结经验袁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运用的制度性成果遥要
坚持学以致用遥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的能
力袁做到学思用贯通尧知信行统一遥
田文媛强调袁要激励担当作为袁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尧推动发展的
精气神遥干事创业敢担当是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袁也是党对新时
代党员干部作风方面的基本要求遥要认真履职尽责袁进一步解放思想尧
抢抓机遇尧深化改革袁着力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野三偏冶问题和野四
个短板冶制约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遥要巩固教育成果袁积极营造

作品名称院
任时间变换 我与建投同在
拍摄者院
龙建一公司高衡
疑是银河落九天

渊本报 刘雨轩冤8月29日下午袁建投集团召开野不
建 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工作总结评估会袁建投
投 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起翔袁集团党委副书记张冠
集 武袁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魏国忠出席会议袁省委主
题教育第十九巡回指导组组长田文媛尧 指导组成员
团 张德山和李晨曦到会指导遥
张起翔就建投集团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
召 教育工作情况袁
特别是检视问题和专项整治问题整
改情况做汇报遥张起翔指出袁建投集团聚焦重点难点
开
推动整改落实袁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工作
钻
不 成效袁明确集团落实整改的首要任务袁全面系统地对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国有企业重要指示进
忘 行梳理袁共明确两项首要任务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初 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考察黑龙江省时的重要指示精神袁 主动与国家赋予
心 龙江野五个安全冶的战略定位尧与我省野六个强省冶目
标进行战略对接袁 确保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部署在
综
企业层面落实落细遥 坚持以党中央国务院和我省
牢 野1+N冶改革政策体系为指导袁重点在优化企业决策
记 机制尧经营管理机制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上袁强化系
使 列制度设计和完善袁混合所有制改革尧人才机制改革
等重大改革工作走在省属企业前列遥同时袁集团聚焦
命 野八个专项整治冶全力推进整改袁坚持照单全收尧精准
施策袁着力解决群众操心事尧烦心事遥
纂
田文媛对建投集团主题教育工作做出肯定袁并
主 对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提出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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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市人民政府与省建投集团 交投集团 旅投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渊本报 刘雨轩冤8月27日袁伊春市人民政
府与省建投集团尧交投集团尧旅投集团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遥建投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张起翔袁集团副总经理尧董事宋祝袁集团总经
理助理王德臣袁龙建股份党委副书记尧副董事
长尧总经理田玉龙出席签约仪式遥
伊春市素有 野祖国林都冶野红松故乡冶野绿
色伊春冶野天然氧吧冶的美誉袁区域内自然生态
优势明显袁山水林田湖草本质天然袁旅游资源
丰富袁是黑龙江省同时拥有全国文明城市尧国
家平安城市尧国家卫生城市的地级市遥
建投集团以投资开发尧设计咨询尧工程建

设尧 科技创新尧 资本运营五大产业板块构建
野投资要建设要运营冶 三位一体的业务体系袁
是全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尧 重大民生工程建
设和现代化新龙江建设的重要战略力量遥未
来袁集团将依托房屋建筑尧道路桥梁尧建筑安
装尧水利水电板块施工平台优势袁积极参与伊
春市的保障性住房尧棚户区改造尧城中村尧城
乡危房改造等安居民生工程建设袁 满足人民
群众安居需求曰积极参与伊春市城市道路尧桥
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曰 积极参与伊春市机电安
装尧市政工程尧石油化工尧专业施工安装方面
的工程建设以及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遥

建投集团召开亏损企业专项治理等相关工作会议
渊集团改革发展部 任杰 徐晋 赵天时冤8
月27日下午袁 建投集团召开亏损企业专项治
理等相关工作会议遥建投集团总经理尧党委副
书记尧副董事长周军袁集团改革发展部尧党群
工作部和财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袁 各权属企业
总经理尧 总会计师和分管绩效的副总经理参
加会议遥会议由改革发展部尧董事会办公室负
责人蔡智军主持遥
会议就 叶黑龙江省建投集团权属企业负
责人薪酬计算和兑现暂行办法 渊征求意见
稿冤曳充分听取各权属企业意见和建议遥为进
一步规范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袁 激发各板块
企业负责人的发展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袁
更好地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袁 经充分调
查研究尧科学分析测算袁集团起草了叶集团权
属企业负责人薪酬计算和兑现暂行办法 渊征
求意见稿冤曳遥会上袁各权属企业对征求意见稿
的内容进行细致认真的讨论袁 从基本薪酬区
间分档尧驻外企业薪酬调节系数尧薪酬兑现方
式等多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周军指出袁薪

酬办法的制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袁 广泛征求各
权属企业的意见袁 改革发展部要认真吸纳各
单位的意见及建议袁加快健全完善薪酬办法袁
确保集团三项制度改革落到实处遥
会议就集团法人户数压减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遥 周军强调袁 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袁推进集团调整优化组织结构袁有效压缩管
理层级尧减少法人户数袁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
经济效益遥目前袁三级企业仍存在部分僵尸企

业袁权属企业要主要领导牵头袁认真梳理尧查
清数量袁形成专项方案袁拿出时间表袁对暂时
尚需保留的四级企业要说明具体情况和清理
计划遥 下步要求新设立的三级企业需向集团
履行核备手续遥 此项工作要纳入集团年度重
点任务项对权属企业进行考核遥
会议就集团亏损企业治理专项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通报袁 并对下一步亏损企业专项治
理工作任务的推进作出部署遥周军指出袁亏损
企业治理是省国资委交给企业的重要任务袁
集团高度重视亏损企业专项治理工作袁年初袁
逐户对接制定了扭亏尧减亏目标遥目前袁有些
单位的治亏任务完成情况与自身任务目标存
在差距袁 各权属企业领导班子还需要提高政
治站位袁充分认识治亏专项工作的重要性袁把
治亏专项工作当成政治任务坚决完成袁 对下
一步治亏工作要拿出专项方案袁 确保完成治
亏目标遥
会上袁 改革发展部对上述三项工作开展
进行了具体安排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