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 （NS） 66 号 （内部发行）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主办 电话： 0451-83163039 邮政编码： 150046 E-mail:HCGC01@QQ.COM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官网 http://www.hljhcgc.com/
LONGJIA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NEWS2019 第 28 期 总第 427 期 2019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二

龙江建投 公众平台

微信扫一扫

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 （NS） 66 号 （内部发行）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主办 电话： 0451-83163096 邮政编码： 150046 E-mail:HCGC01@QQ.COM 黑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官网 http://www.hljhcgc.com/

要闻专版2019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二4版 LONGJIA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NEWS

抱
一
至
永

远
者
无
疆

书书画画 摄摄影影 征征文文优优秀秀作作品品系系列列展展（（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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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建国70周年， 展现建投

集团“抱一至永、远者无疆”的企

业核心文化和“正心诚意、刚健自

强”的守正坚韧奋斗精神，集团党

委宣传部推出“我和建投共成长”

书画、 摄影、 征文优秀作品系列

展，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爱党、

爱国、爱集团、爱建投的情怀。

作者：九合建投资公司 宛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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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建一公司 李福林

（龙建股份 包晓英）9月12日下午，龙建股份召开干部任职大会，
建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起翔出席会议并讲话，建投集团党群工
作部负责人魏国忠，龙建股份领导班子成员、在哈中层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龙建股份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国臣主持会议。

会上，魏国忠宣读任职决定；龙建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田玉龙作
表态发言，他表示，建投集团近中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打造“最
有使命感、最有打赢能力的大型基础设施现代企业集团”的总目标，龙
建股份作为集团工程建设企业板块之一， 肩负着实施创先争优战略、

推动国企改革的光荣使命，这也是我作为龙建“带头人”的重要职责。
我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新角色，立足新起
点、展现新作为，恪尽职守，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各项方针政策，凝心聚
力带好班子，发挥好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倍加珍惜和持续
巩固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局面，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把全部精力投放
到事业中，为推动企业改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回报领导的重托和广
大干部职工的期望。

张起翔指出，对田玉龙同志的任命，是集团党委在充分考虑龙建
股份改革发展、班子搭配和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广大干部职
工意见建议，经认真研究、通盘考虑、审慎做出的决定。希望田玉龙同
志不辜负集团党委和龙建广大干部职工的期望，真正负起主要领导的
使命责任，与班子成员进一步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抓好企业改革发展。
同时，也希望龙建股份干部职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强的党性原
则，积极支持配合好田玉龙同志的工作，共同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张起翔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龙建
股份作为我省唯一的省属国有上市企业，是集团工程建设企业板块的
主力军，地位重要、影响重大。龙建股份新的领导班子要充分认清肩负
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努力把班子

建设成为带领企业持续向前发展的领头雁； 要解放思想再出发再创
业，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发展，面对繁重的改革任务，主要领导要切实肩
负起主体责任，与广大干部职工一起谋划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
担当作为，在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三项制度”改革、选人用人和推进
权属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 龙建领导班子和机关要率先当标杆、做
表率，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机关瘦身健体、企业提质增效和历史
遗留问题处置上，精准发力、全面用力；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全面
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当前，龙建股份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在集团高质量
发展中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企业干部队伍人才储备、结构
调整、培养交流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要把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效果与选人用人结合起来，把建设培养干部队伍作为义不容
辞的政治责任，为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搭好平台；要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书记要全面扛起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和
“第一责任人”职责，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一岗双责”，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努力打
造风清气正、干净清爽的干事创业氛围，深入推动实施“抱一至永、远
者无疆”的文化立根工程，发挥主流文化的“风向标”作用，实现文化立
心铸魂、成风化人。

（集团法务部 刘艳丽）为深入推进集团法治
建设，提升依法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依法依规从
严治企能力。9月11日下午，建投集团举办2019年
第二期法律业务知识培训，邀请元辰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张永刚， 结合有关案例作专题讲座。
集团机关，二级权属企业分管经营、投融资、风控
法务的副总经理，三级权属企业相关负责同志共
计201人参加培训。 建投集团风控法务部负责人
霍光主持会议。

霍光指出，要深入推进集团法治建设，提升
依法经营管理水平， 增强依法依规从严治企能
力，努力使全体员工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践
行者、坚定捍卫者。通过此次培训，一是在新经济周
期、新资本市场周期的大背景下，使大家对国有企业
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有一定认识， 对建筑行业
如何走出困境、延续增长，实现规模化、国际化、多元
化、创新化发展有更深的理解；二是在全集团树立和
强化投资业务风险防范意识， 充分认识法律风险防
范的重要性、紧迫性，正确认识和了解企业投资业务
风险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研究工作措施，在思想上

真正高度重视企业法制建设。
张永刚着重从建筑行业之国有企业的增长困局和

破局之道（以龙建股份如何突破500亿市值为例）;国有
企业之资本运作中的投资风控， 以案例形式讲解了投
资的逻辑、投资之风险与价值的关系、投资的风险识别
与管理。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条理清
楚，以大量的实际案例使学习内容更通俗易懂，为今后
工作中更好地防范法律风险、保障企业利益，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建工集团 王弢）9月7日，由建工集团党
委主办， 省七建公司和铁力市财政局承办的
“传承马永顺精神、争当新时代楷模”黑龙江
省建工集团2019年第三期党建沙龙主题活动
在“林业英雄”马永顺的故乡铁力市举办。建
工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庆东，集团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团委书记张双
以及省七建公司和铁力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共计30余人参加活动。

上午9时，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党建
沙龙活动， 是落实建投集团党委2019年的工
作部署、践行建工集团品牌党建工作的要求，
同时也是完成省七建公司2019年度党建工作
要点的具体任务。在全党上下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本次党建沙龙活动
的开展正当其时。铁力市财政局党总支书记贾
志财在致辞中指出， 马永顺是铁力市的骄傲、
时代的楷模，其艰苦奋斗、甘于奉献、顾全大
局、爱岗敬业的马永顺精神，已经成为铁力精
神、伊春精神、黑龙江精神。在全省上下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热烈庆祝建
党98周年，建国70周年之际，省建工集团与我
们共同开展党建共建联谊活动，传承马永顺精
神，弘扬新时代楷模，这是每名党员政治生活、
组织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让我们踏着老英雄的
足迹共谋党建发展、共创龙江伟业、共塑社会
和谐。

孙庆东对建工集团党员干部提出三点希

望：一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站在政治
立场上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二要始终增强
学习能力，今天学习马永顺精神，就是要提高
学习能力，提高学习广度、深度和热度；三要勇
于做时代先锋， 马永顺的精神就是时代先锋、
是民族脊梁， 这种精神应该照耀大家永远前
进。随后，全体党员、积极分子随着马永顺的守
墓人、义务讲解员张道廷老人来到马永顺纪念
馆，在老人铿锵有力的伐木号子声中走进了英
雄艰苦奋斗的岁月。大家在珍贵的历史照片和
马永顺生前使用过的劳动工具前驻足观看，深
刻领悟了马永顺老英雄“艰苦奋斗、甘于奉献、
顾全大局、爱岗敬业”的精神实质。马永顺以服
务国家为己任，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生态恢
复，用忠诚、奉献换来了青山绿水，诠释了林业
人对国家生态保护的承诺。

（龙建股份 孙艳）9月5日至6日，中国建筑业协会
2018～2019年度第二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
工程)现场复查专家组一行4人，赴龙建股份潮州大桥
项目进行现场复查。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广东省建
筑业协会，潮州市建筑业协会，龙建股份总工程师陈
彦君，龙建五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斌，龙建五公司
总经理郑华及各参建单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黑龙
江省建筑业协会副秘书长邢绍华主持。

此次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复查工作分为首次会
议、资料检查、现场检查、末次会议四个阶段进行。复
查组专家通过听取申报工程的整体情况汇报、观看申
报视频、实地考察和查阅资料等方式，对潮州大桥项

目进行全面详细的检查。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洪军、广东省建筑业协会会
长梁剑明在复查首次会议上致辞，龙建股份总工
程师陈彦君致欢迎词，潮州大桥项目经理关荣财
对申报工程整体情况作汇报，龙建五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谭斌在末次会议上发言。

专家组一致认为，潮州大桥项目严格按照国
家有关建设程序、法律、规范、标准进行，手续合
法，实体质量符合设计及验收标准要求；工程资
料齐全，编目清晰；结构安全稳定，满足使用功
能；工程节能环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龙建股份从2018年末开始收集整理申报材
料，2019年初编制 《潮州大桥工程申报鲁班奖实施方
案》，每项工作落实责任人、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及完
成时间。由于工程现场、工程资料均在潮州，只能通过
网络实施检查，前期每周两次与潮州大桥现场召开视
频会议，以确保实施方案的顺利实施，期间邀请专家
到现场进行指导、检查。经过六年的精心准备和参建
人员的共同努力，潮州大桥项目已顺利通过网上申报
材料的审查，完成了复查专家组的现场复查。

如潮州大桥能顺利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将
对龙建股份市场开发、 提升企业的社会信誉和知名
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质量管理等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龙安集团 王悦）9月11至12日，龙安集团
第四届新员工入职培训如期举行。33名集团
2018至2019年新入职员工参加了岗前培训。

开班仪式上，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王彬对新员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希望他们
能够迅速了解公司概况、行业动态，及时转换
身份、转变思想，快速融入岗位工作；二是坚持
终身学习，把大学里学到的基础知识转换为实
际工作能力，在实践中继续积累知识，虚心向

身边人学习； 三是要有团队意识和主人翁精
神， 牢记拼搏和奋斗永远是人生重要的主旋
律，把自身融入龙安大家庭中，保持昂扬斗志
和契而不舍的工作精神。

随后， 新员工们共同观看了企业宣传片、
六公司拉萨项目员工先进事迹专题片以及集
团党委原创励志MV《追梦》。

培训课上，集团史志办主任谢宁讲述了龙
安集团发展历史；市场开发部部长李铁心就职

业发展规划方向进行讲解；国际
工程事业部总经理李世滨围绕
国际工程进行授课；安全管理部
部长范海东对新入职员工开展
了岗前三级教育培训；总经理助
理、工程管理部部长、成本核算
中心经理施喜臣简要叙述了施
工项目管理相关要求。 培训最
后，全体新员工参观了哈尔滨华
兴玻璃绿色轻量化玻璃瓶生产
基地项目。

张起翔出席龙建股份干部任职大会

建投集团举办2019年
第二期法律知识培训讲座

建工集团举行
2019年第三期党建沙龙

龙安集团第四届
新员工入职培训圆满结束

龙建股份潮州大桥项目
顺利完成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