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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建投 公众平台

微信扫一扫

（本报 刘雨轩） 9月26日， 建投集团党委主
办 “聚焦新时代 凯歌传华夏” 庆祝建国七十周年
歌咏大会， 本次活动由龙建股份党委承办。

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是传承共产主义信仰，
引领华夏民族奋进的历程。 建国七十年来， 无论
是在国家筚路蓝缕的创业发展阶段， 还是玉汝于
成的改革开放时期， 直至迎来 “四个全面” 建设
目标和 “五位一体” 复兴格局的新时代， 每个时
期都有熟悉的旋律振奋着当代的攻坚克难、 描绘
着未来的美好蓝图、 传承着世代的革命信仰。

建投集团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李亚东在致辞中

指出， 半年来， 集团党委谋划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开展了 “我与建投共
成长———书画、 摄影、 征文” 优秀作品系列展，
其中在集团微信公众平台和 《龙江建投报》 上共
展出优秀摄影作品35张， 绘画作品6幅， 书法作
品15幅， 征文作品15篇； 录制了唱响 《我和我的
祖国》 MV十余个， 其中集团党委宣传部组织录
制的MV， 微信点击量超过了9600次； 喜迎建国
70周年 “文明工地” 展出， 共展出了一线项目工
地30个； 由集团党委主办、 四大板块党委承办的
喜迎国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知识强国知识
竞赛、 “锦绣年华·追梦70年” 企业发展历史照
片展、 “青春正当时———我与祖国共成长” 主题
演讲比赛和今天的歌咏大会四场大型活动， 参与
的干部职工达到2000余人； 近期还将启动拉萨员
工精神宣讲活动，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各权属企业也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

动， 每项活动可以说是高标准、 高规格、 高质
量， 充分体现了建投风采、 建投精神、 建投智
慧、 建投力量。

系列庆祝活动的举办， 全面彰显了集团党委
的政治站位， 全面体现了全体干部职工的文化自
信， 全面提振了干部职工攻坚克难的士气。 集团
近中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要围绕打造最有
使命感、 最有打赢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型现代
企业集团 “一个总目标 ”， 推动实施改革发展

“一二三工程”。 在企业改革的关键期和深水期，
我们需要一支能赢、 敢赢、 持续赢的队伍， 需要
一支能打胜仗、 敢打胜仗的队伍， 需要一支 “特
别有精神、 特别在状态、 特别善作为、 特别敢担
当” 的队伍， 干部职工在各项活动中的精彩表
现， 已经证明， 我们具备了推进集团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素养、 业务知识和文化底蕴。

歌咏大会用新中国砥砺奋进的发展声音， 提
振建投集团的创业激情； 用对祖国的热爱和澎湃
的情感， 唱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铿锵誓言，
唱出迈向新时代、 走向新征程的美好愿景与期
待。

大会现场， 建工集团、 龙建股份、 龙安集
团、 水利水电集团、 龙创集团、 科创集团分别献
上了精彩的歌舞演出。 建工集团带来了年代歌曲
联唱 《红歌飘过的岁月》； 龙建股份卓悦文化发
展中心带来了舞剧 《共和国时光》， 舞蹈 《不忘
初心·道》， 歌曲 《唱一带一路》， 舞蹈 《奔向未
来》； 龙安集团带来了年代舞蹈秀 《七十年·建设
者之路》； 水利水电集团带来了情景诗 《走向振
兴》； 龙创集团带来了合唱歌舞 《今天是你的生
日》； 科创集团带来了小提琴音乐舞蹈 《绒花》；
最后， 全体演职人员、 观众合唱 《我和我的祖
国》， 把大会气氛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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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 摄影 征文优秀作品系列展（（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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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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结构公司 金新洪

（本报 刘雨轩）9月23日下午，建投集团党委举办
“青春正当时———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本
次活动由水利水电集团党委承办。演讲比赛喜迎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光辉成
就，弘扬各权属企业为祖国发展做出的贡献，展现基层
一线青年职工的精神风貌，增强集团全体干部职工爱
党、爱国、爱岗的热情。

来自建投集团机关及集团权属企业建工集团、
龙建股份、龙安集团、水利水电集团、科创集团、龙
创集团的青年职工参加比赛。

建投集团党委宣传部王泳的演讲题目是《为时
代欢呼》， 建工集团省三建公司肖癑莹的演讲题目
是《建功立业广厦间??同心共筑中国梦》，龙建股份
党委工作部梁作轩的演讲题目是《800米》，龙安集团
三公司胡松宇的演讲题目是《青春与祖国同行》，水
利水电集团二公司杨帆的演讲题目是《青春正当时
共筑中国梦》， 科创集团中信路桥公司于晓雪的演
讲题目是《青春与奋斗》，龙创集团设计院三分院李

想和龙一开发公司成开玄的演讲题目是《传承伟大
精神 勇于砥砺奋斗》。 选手们以个人工作和生活点
滴为切入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背
景下，充分展现祖国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广
大青年职工在企业实践中的成长进步和心路历程，
他们以讲故事、谈体会、说感受为主，配以视频、图
片和音乐阐释主题思想，提升了比赛的可看性。

建投集团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李亚东，建工集团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庆东，水利水电集团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孙亚光，科创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亓彦涛，龙创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明艳玲，大数据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田春雨，龙
建股份党委工作部主任刘辉以及龙安集团党委工作部

主任满园园担任评委。选手得分在所有评委打分中，去
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剩余分数的平均
分。最终，来自水利水电集团的杨帆以总分93.67、小分
301获得一等奖；来自龙建股份的梁作轩以总分93.67、
小分289获得二等奖；来自龙创置业集团的李想、成开

炫和来自龙安集团的胡松宇获得三等奖；来自
建投集团机关的王泳、来自中信路桥的于晓雪
和来自建工集团的肖癑莹获得优秀奖。

本次活动通过演讲的形式，表达了青年
职工对祖国、对企业的热爱，不断增强青年
职工的爱国意识，持续培养爱国情操，同心
同德、攻坚克难，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同时，
展现出建投集团青年人成长的点滴过程，展
现他们百折不挠的进取意志、乐观向上的精
神状态和爱企如家的赤子情怀。

李亚东对各位选手的表现做了点评，他
指出，听了选手们的演讲，热血沸腾、心潮澎
湃，他们的演讲，诉说了建投人的爱国情怀，
体现了“抱一至永、远者无疆”的初心使命；他们的
演讲，彰显了建投集团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担
当，讴歌了“正心诚意、刚健自强”的守正坚韧奋斗
精神；他们的演讲，展现了建投人忠诚于党、忠诚于
企业、忠诚于员工的博大胸怀，诠释了“有信仰、有

信念、有信心、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的深刻内
涵。未来，让我们激励广大青年充分释放青春活力，
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最有使命感、最有打
赢能力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企业集团努力奋

斗。

建投集团党委主办“青春正当时——— 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演讲比赛

（刘雨轩 赵莉）9月24日下午，建投集团党委举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强国知识竞赛，此次
活动由建工集团党委承办。知识竞赛旨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步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走深走
实。

本次竞赛以建投集团权属企业建工集团、龙建
股份、龙安集团、水利水电集团、科创集团、龙创集
团党委为单位，每队由3名选手组成，共分6支队伍、
18名选手参赛。竞赛围绕学习强国平台内的知识题
库，设有个人必答题、小组必答题、风险抢答题、风
险论述题四个环节。

为确保本次比赛的公平公正， 竞赛设仲裁席、
风气监督席、计分席和计时席。若主持人对选手的
回答把握不准或参赛队对判分有疑义时，可申请仲
裁，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风气监督员对计分席及
竞赛全程进行实时监督，若发现有违反竞赛规则的
行为，当场取消参赛资格。

竞赛过程中，选手们聚精会神地听题、信心百
倍地答题，分工协作、沉着冷静，展现出了个人魅力
和集体风采。抢答环节，参赛选手的心理素质尤为
关键，当遇到自己能够回答上来的问题时，如果没
有做到先声夺人，也只能将分数拱手让人。“3、2、1，

开始抢答……” 随着电子抢答器一声声清脆的提
示，比赛氛围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目不转
睛地盯着眼前那块屏幕……

风险论述题环节，三只学习强国吉祥物分别标
志着：我是10分、我是20分、我是30分，任参赛选手选
择。比赛过程精彩纷呈，高潮迭起，选手们沉着思
考、踊跃抢答，出色的发挥赢得在场观众一阵阵热
烈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建工集团代表队获得一
等奖，龙建股份、水利水电集团代表队获得二等奖，
龙安集团、龙创集团、科创集团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此次知识竞赛活动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检视党员干部学习成果的重要方式，充
分调动了干部职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线上
学习成为常态，线下学习融入日常，营造了“比、学、
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进一步激励全体员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敢于担当、履职尽
责，让学习活动促进实际工作，坚持做到学以致用、
立足岗位，用扎实的理论学习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为建投集团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贡献智慧和力
量。

建投集团党委宣传部负责人李亚东在总结时

指出，六个代表队通过友善的竞争、和谐的比拼，为
我们奉献了一场知识与智慧的交融、艺术与技术碰
撞的竞技盛宴，这是学习型集团的实战演练，比赛
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彰显实力，各代表队的精彩表
现展现了建投人的精神风貌。 我们是一支能赢、敢
赢、持续赢的队伍，是一支能打胜仗、敢打胜仗的队
伍，是一支“特别有精神、特别在状态、特别善作为、
特别敢担当”的队伍，体现了建投人的文化底蕴。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通
过中心组学习、读书班等形式，全面进行政治理论
学习，提升政治理论素养，理论学习已经在全体干
部职工中蔚然成风，各代表队的精彩表现，彰显了
建投人的学习能力，未来，我们要继续加强学以致
用的能力，为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助力。

建投集团党委主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强国知识竞赛

（刘雨轩 王悦）9月25日，由建投集团权属
企业龙安金属结构公司承建的中农批冷链（牡
丹江）东北亚国际物流产业园项目举行奠基仪
式。建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起翔，集团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周军，集团董事、
副总经理宋祝，集团投融资业务部负责人胡晓
江；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文力，牡丹江市
委常委、副市长赵荣国；中农批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总裁林沫阳； 地煤集团董事长郐晓龙；龙
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晓山，龙安集团副
总经理尹志慧等相关领导出席奠基仪式。

中农批冷链（牡丹江）东北亚国际物流港

项目位于牡丹江市经济开发区，总规划用地约
1200亩，预计总投资21亿元，计划3年内建设完
成。工程建设主要包括20万吨智能化多温层冷
藏中心、 一站式国际食品展示交易结算中心、
电子商务双创中心、 城市物流共同配送中心、
国际商贸会展中心、省级农产品检测与溯源中
心等十大功能中心及住宅商务配套服务区等。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冷链为核心、万余种农
产品一站式集散平台，以满足各类农副产品仓
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等需求，致力于打造
中国最大的对俄贸易桥头堡、东北亚地区最大
的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农副产品交易结算平台、

东北亚地区粮食进出口及农副产品集散地。
中农批冷链物流公司副总裁夏圣勤在致

辞中指出，项目是中农批冷链“G30”和“2862”
计划在东北的战略布局，本着高规格、高起点、
高标准的原则进行投资建设，被列为黑龙江省
百大工程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一期工程计划
2020年9月实现运营， 二期工程项目正在有序
推进。园区投入运营后，有望实现年交易额超
百亿元。

随后，张起翔、王文力、郐晓龙、刘晓山等
与会领导共同触碰启动球，中农批冷链（牡丹
江）东北亚国际物流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

张起翔出席建投集团承建的中农批冷链（牡丹江）东北亚国际物流园奠基仪式

建投集团党委主办“聚焦新时代 凯歌
传华夏”庆祝建国七十周年歌咏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