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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日袁 省委组织部基
层办贾宇主任深入建工集团吉尼斯项目党支部调研指导
工作遥 建工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陆要武袁 建设集团党
委工作部副主任李亚东袁 建工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
记孙庆东陪同调研遥

贾宇一行首先深入到施工现场袁 听取了项目副指挥
邵经钢就工程概况尧 工程进度尧 施工疑难点及工程未来
规划等方面的介绍遥 在项目党建活动室袁 党支部书记唐
凯围绕支部概况尧 党组织架构尧 活动开展尧 党建工作思
路及未来党建工作方向等方面作了汇报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袁 陆要武就建工集团党建工
作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遥 陆要武表示袁 一直以来袁 在省
委尧 省国资委和建设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袁 建工集团
广大干部职工聚精会神抓党建尧 一心一意谋发展遥 始终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袁 筑牢国企党建之 野根冶袁
夯实国企发展之 野魂冶袁 为集团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政治保证遥 陆要武围绕注重政治建设尧 紧盯 野关键少
数冶袁 坚定理想信念尧 提高政治站位袁 落实党建标准化尧
夯实党建基础袁 创新党建载体尧 打造党建品牌袁 构筑廉
政堤坝尧 提升政治自觉等五个方面对集团一年来党建工
作开展情况做了介绍遥 最后袁 陆要武介绍了建工集团新
形势下 野13455冶 党建工作新思路袁 即 野一个坚持冶尧
野三个带动冶尧 发扬 野四有四敢冶 精神尧 锤炼 野五种能
力冶尧 确立 野五强标准冶遥 并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尧 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尧 夯实基层组织建设等三个方面介绍了集
团下步党建工作思想遥

李亚东就建设集团党建工作进行汇报遥
李亚东表示袁 建设集团一直将党建工作放在
第一位袁 将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遥 从党建工作标准化建设尧 党的政治核心
和领导核心与企业生产经营中心深度融合尧
干部人才建设尧 组织建设等方面做了介绍遥
李亚东强调袁 要积极开展 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
使命冶 主题教育活动袁 同时要制定相应制
度袁 通过制度来约束尧 完善尧 带领党建工作
进程遥

在听取汇报后袁 贾宇对建设集团尧 建工
集团尧 吉尼斯项目的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及取
得的工作成绩表示肯定遥

贾宇表示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将党建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袁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作用袁 要理直
气壮抓党建尧 坚定不移促发展袁 并结合项目
党支部具体情况提出四点期望遥 一是吉尼斯
项目党支部应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打通最后一公里袁 真正
做到 野有党员在就有阵地在冶曰 二是要严格
按照制度开展工作袁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袁 按
照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袁 实现制度落地袁 让党
的旗帜高高飘扬曰 三是发挥党员作用袁 在项
目中做到质量把关袁 安全把控袁 进度把握袁
关键时刻尧 关键环节尧 关键岗位有党员曰 四是结合项目
自身情况袁 发挥党员干部在项目实际生产中的作用袁 按
照新时期党的建设总要求将政治建设尧 思想建设尧 组织
建设尧 作风建设尧 纪律建设尧 制度建设落到实处袁 必将
反腐倡廉贯彻其中遥

最后袁 孙庆东表示袁 感谢省委组织部贾宇主任对吉
尼斯项目党支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袁 这也进一步激
发了集团广大党员的工作热情袁 吉尼斯项目党支部将结
合领导讲话精神尧 结合实际工作袁 进一步调整思路袁 让
党旗飘扬在工地上袁 同时集团党委也将针对工作实际袁
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袁 当好标杆榜样袁 为建工集团做强
做优做大做出新的贡献遥

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国资委党委书记程志明深入
建设集团权属企业大数据公司、龙建股份调研

集团要闻

3月 7日黑龙江省政
府副省长尧 国资委党委书记程志明袁 省政府副秘
书长马立新等一行领导深入建设集团权属企业黑
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尧 龙建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 渊下文简称院 大数据公司尧 龙建股份冤 进
行调研考察遥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袁
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等人陪同调研遥

在大数据公司调研时袁 程志明副省长指出袁
以大数据尧 云计算尧 物联网尧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
的新兴产业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袁 正在蓬勃发展袁
华为尧 浪潮等众多高科技公司纷纷进入大数据产
业袁 但大数据产业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袁 需要持续
推动遥 对此袁 黑龙江大数据公司要选准方向袁 立
足建设集团平台优势袁 从建筑领域做起袁 做精尧
做专袁 在大数据业务基础上袁 结合电子商务袁 孵
化延伸建筑材料集中采购等相关业务链条袁 从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遥

在谈及大数据未来发展方向时袁 程志明副省
长结合龙江实际袁 从不同方向提出了具体意见院
一是现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需要征信系统来支撑袁
希望黑龙江大数据公司能够汇集政府部门和各个
行业的数据资源袁 利用工商等大数据袁 在征信体
系建设上实现创新袁 创造更大价值遥 二是黑龙江
是农业大省袁 农业发展关系社会民生尧 至关重要袁
希望黑龙江大数据公司能够在发展农业大数据上
下功夫袁 能够将智慧农业与物联网深度融合袁 结
合大数据技术袁 建立农产品追溯尧 环境监测尧 市
场调节等智慧农业生态体系袁 促进龙江农业高质
量发展遥 三是希望在安监大数据平台应用上袁 能

够结合我省石油化工尧 煤炭矿山等高风险行业开
展应用袁 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袁 为龙江建设
贡献数据力量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理尧 总会计师袁
大数据公司董事长郐晓龙向程志明副省长介绍了
建设集团成立大数据公司的战略意义和公司大数
据应用尧 智慧集采尧 智慧集成等主营业务开展情
况以及党建活动尧 企业文化建设情况袁 邀请各位
领导观看了政府大数据融合共享平台尧 安监大数
据平台尧 农业大数据平台等应用场景展示遥

在龙建股份袁 程志明副省长一行观看了建设
集团宣传片袁 并对龙建股份发展状况表示关注袁
就公司融资成本尧 科技研发尧 市场份额尧 冬季施
工等情况进行了重点询问遥 程志明副省长表示袁
将于近期召开座谈会袁 对建设集团情况做进一步
了解袁 对具体工作进行详细部署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董事袁 龙建股份党委书
记尧 董事长尚云龙从企业基本情况尧 党的建设尧
企业内部 野三项制度冶 改革尧 当前存在的问题及
下步工作安排等方面做了详实汇报遥 尚云龙表示袁
龙建股份在建设集团党委的带领下袁 推动企业党
建工作不断取得长足进展袁 在企业振兴发展过程
中袁 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龙建股份坚持深化人事制
度改革袁 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曰 深化用工制度
改革袁 健全职工能进能出机制曰 深化分配制度改
革袁 健全收入能增能减机制遥 企业 野三项制度冶
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遥 2018年龙建股份将在建设集
团指导下袁 全面启动革命性改革袁 按照 野三保两
做一拓展冶 的整体工作思路袁 积极推进龙建 ERP
管理系统建设袁 加大省外尧 国外市场布局力度袁
通过龙建 ERP管理系统建设袁 优化管理流程袁 发
挥企业综合优势袁 确保既有市场份额袁 力争新兴
市场实现再开发袁 重点加强国外市场的长远布局遥
着力打造 野龙建公益品牌冶袁 凝聚正能量袁 履行国
有企业的责任担当遥

最后袁 尚云龙表示袁 龙建股份将在省委尧 省
政府尧 省国资委和建设集团的正确领导下袁 奋力
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袁 为现代化新龙江建
设事业袁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业履行大型国企
的应尽职责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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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黑龙江省委常委尧 哈尔滨市委书记
王兆力到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投资开发
的中以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调研袁 实
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遥 黑龙江省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袁
哈尔滨市副市长赵革陪同调研遥

中以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袁 是
省尧 市重点农业产业项目袁 旨在利用
以色列世界领先的农业技术袁 开发尧
推广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袁 建设设施农
业尧 旱田示范区尧 农业嘉年华等板块
的一期工程将于 5月动工遥 王兆力详细了
解项目功能定位尧 布局规划情况袁 要求
野提高站位袁 通盘考虑袁 统筹规划冶遥 听说
园区要打造四季农业观光项目袁 王兆力称
赞 野这个项目好冶袁 希望结合园区定位袁 认
真研究袁 精心设计袁 做好都市休闲观光农
业旅游这篇文章遥 要着力在留住人上下功
夫袁 多增加参与性尧 体验式的内容袁 让园
区的人气越来越旺袁 促进园区可持续发展遥

王兆力指出袁 要进一步完善群力西区总体
规划袁 坚持合理布局袁 规划先行袁 明确主
要板块功能定位袁 这样才不会 野打乱仗冶遥
王兆力强调袁 要结合区域实际袁 加强顶层
设计袁 完善总体规划袁 进一步明确功能定
位袁 在打造原生态尧 宜居宜游宜业上下功
夫袁 不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袁 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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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
冰雪旅游产业合作交流袁 推动集团
参与青岛冰雪旅游项目建设袁 3 月
29日袁 青岛市政府栾新副市长率青
岛市旅游发展委尧 青岛广豪建设集
团一行 7 人袁 对哈尔滨万达茂冰雪

主题场馆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袁 并到黑龙江省建
设集团总部袁 与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
等领导就青岛冰雪大世界项目投资合作事宜进
行了深入座谈交流遥

双方一致认为袁 青岛旅游产业具有良好的
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袁 省建设集团具有建设施

工尧 冰雪旅游资源整合优势袁 为
双方优势互补尧 务实共赢奠定了
政企合作的基础遥 双方拟合作开
发建设的青岛冰雪大世界项目袁
将填补青岛冬季旅游空白袁 助力
集团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袁 对于完
善青岛旅游产业体系和促进集团
多元产业发展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遥 双方将共同采取有力措施袁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论证工作院 一
是组建专门班子袁 加强沟通协调
和配合袁 积极推进项目落地工

作曰 二是对项目定位尧 主题内容尧 投资规模尧
建设选址等进一步深入调研论证袁 尽快形成相
对成熟的方案曰 三是结合国家全民旅游热和
2022年冬奥会契机袁 抢抓市场机遇袁 力争项目
在 2022年前投入运营遥

座谈中袁 青岛市政府栾新副市长对集团的
厚重历史尧 产业发展尧 显著业绩和综合优势给
予了高度评价袁 并表示与集团合作充满信心袁
将对投资合作项目依法依规给予大力支持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理尧 总会计师
郐晓龙袁 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尧 龙安集团董事长
周军等领导参加座谈遥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与融创中国
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3 月 23 日袁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尧 龙创置业尧 融创中国
渊华北区冤 在哈尔滨市万达文华酒店举行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袁 开启了双方务实合
作尧 共谋发展的新篇章遥 建设集团副董事
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出席仪式并致辞遥

2017 年袁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秉
承 野不改初心袁 品质传承袁 为美好哈尔滨
而来冶袁 将哈尔滨万达城项目作为落子冰
城的开端袁 为哈尔滨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
新动能尧 树立了新标杆遥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作为国有资本投
资尧 运营尧 管理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袁 已
发展成为以建筑业全产业链为主袁 集投
资尧 规划尧 设计尧 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集团遥 集团连续多年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尧 中国承包商前 30强尧 黑龙江企业 10
强遥 集团权属企业龙创置业自成立以来袁
始终坚持精耕细作哈尔滨房地产市场袁 以
筑造 野品质人居冶 为己任袁 重品质尧 建精
品袁 地标性建筑要要要龙创窑新世纪已成为
龙江地产旗舰品牌遥

新一轮的东北振兴发展和哈尔滨城市

发展内涵的提升袁 为双方战略合
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
机遇遥 双方的战略合作袁 将充分
发挥融创奥城置业开发尧 品牌尧
资金与营销管理优势和龙创置业
政府沟通尧 土地资源尧 建设施工
的优势袁 为实现优势互补尧 强强
联合尧 做强做大奠定了基础遥 随
着乐安小区尧 国贸大厦尧 中以现
代农业产业园尧 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等项目的启动推进袁 必将开启

我们双方长期尧 全面尧 深入战略合作的新
篇章袁 为建设美丽冰城尧 振兴龙江经济做
出新的贡献遥

会前袁 融创中国执行董事尧 华北区域
总裁迟迅率团队考察了乐安小区项目现场袁
并与建设集团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开
展了深入洽谈交流遥 他表示袁 融创中国自
创立以来袁 始终秉承 野至臻致远窑美好生活
的整合者冶 战略定位袁 坚持与当地最富实
力企业展开优势互补袁 强强联合袁 高端介
入袁 深耕地产遥 选择与建设集团成为战略
合作伙伴袁 正是出于对其综合实力和良好
口碑的首肯遥 双方肝胆相照尧 荣辱与共袁
一定会互利互惠尧 合作共赢袁 融创中国与
建设集团必将在更宽领域尧 更高层面尧 更
全方位尧 更多维度上推进战略合作遥

龙创置业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成仁与
融创中国 渊华北区冤 哈尔滨公司总经理刘
延青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纪委书记成照东袁
建设集团尧 龙创置业相关部门负责人袁 融
创中国 渊华北区冤 哈尔滨公司员工出席了
签约仪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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