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30日上午袁龙安集
团在和平邨宾馆和平会堂召开了一届二次职工代

表大会遥 会议全面总结了集团 2017年工作袁分析
面临的形势袁 部署 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
作袁统一思想袁凝聚共识袁坚持野突出主业袁多元发
展冶的发展理念袁以野稳重求进袁进中提质冶的工作
基调袁上下同心袁攻克时艰袁动员广大干部员工为
加快建设一流综合性建筑安装集团而努力奋斗遥
省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蔡绍忠出席会
议并作重要讲话遥 龙安集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
集团 300多名职工代表尧 先进模范代表参加了会
议遥 会议由集团工会主席崔蓉主持遥

会上袁龙安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副董事长尧总经
理武士军作了题为 叶坚持突出主业实施多元发展
为实现集团全面提质增效而精准发力曳 的工作报
告遥 工作报告对过去的一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袁
对 2018年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袁对 2018
年工作的思路尧目标尧措施作出部署遥

报告指出袁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袁也是龙安集团实施野十三五冶规划
承上启下的攻坚之年袁从宏观经济形式上看袁我们
需要应对的风险与挑战格外艰巨遥 同时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尧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
大袁也将为有准备的建筑企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遥
我们广大职工要知难而进尧奋发有为尧以进促稳袁
要按照野十三五冶规化目标袁既要扩大经营尧提升规
模袁又要综合预判防范风险曰既要保持市场冲劲袁
又要理性操作袁确保稳健袁全力完成既定目标袁实
现企业改革发展稳定遥 集团广大干部职工要紧密
围绕新时代的新要求袁 准确判断公司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袁迈
稳步子尧夯实根基尧久久为功袁坚定走出龙安集团
新时代改革发展新路子遥

会上袁 集团副总会计师周庆国作 叶集团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曳曰副总经理李长山作叶职
工提案解答报告曳曰 总经理武士军下达 2018年度
经济责任目标并与各权属单位签订了 2018年主
要经济技术指标责任书遥 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周军与
工会主席崔蓉签订集体合同遥

随后袁 集团工会主席崔蓉宣读了龙安集团第
一届二次职代会决议袁 职工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
式全票通过了该决议遥

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
主席蔡绍忠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遥
首先袁 蔡绍忠对龙安集团第一届
二次职代会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

多元产业培育提升的发展脉络和

在谋求企业改革发展上脚踏实

地尧稳中求进尧进中提质的良好势
头给予充分肯定袁 随后围绕龙安
集团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建

议遥 一是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及中央和省

委重大战略部署袁 要全面加强政
治建设和党建工作袁 优化政治生
态袁 真正把党建工作转化为国有
企业市场竞争优势曰 二是要加强
班子建设尧加强队伍建设袁打造一
支忠诚尧敬业尧干净尧务实尧担当尧
能打擅战的干部队伍袁 坚定不移
的执行龙安集团工作报告中制定

的发展战略袁 不遗余力的完成各
项工作指标曰 三是要继续抓好企
业的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工作袁注
重企业发展责任袁 使企业抗市场
冲击能力提升曰 四是要加大加快
培养自有的产业工人队伍袁 要将
传统的施工技术传承下去袁 并吸
收先进的技术经验袁不断突破袁打
造一支具有竞争实力的产业技术

工人队伍袁 实现高端产业的技术
自我管控能力遥最后袁蔡绍忠预祝
龙安集团圆满完成 2018年工作目标并早日实现
发展的宏伟蓝图遥

在召开的表彰奖励大会上袁会议表彰 2016年
度尧2017年度先进集体尧先进个人尧先进施工管理尧
优质工程及科技成果表彰奖励并颁奖遥

公司副总经理尹志慧宣读 2016尧2017年度先
进集体尧先进个人表彰决定及叶光荣册曳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王彬宣布 2016年
度尧2017年度先进施工管理尧优质工程及科技成果
表彰奖励决定遥

最后袁大会在雄壮的叶国际歌曳声中落下帷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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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2017袁
龙江建工人步伐铿锵曰 展望 2018袁龙
江建工人砥砺奋进遥 3月 24日袁建工
集团七届二次职代会暨 2017 年度总
结表彰大会在建设集团四楼会议室召

开遥 建工集团领导班子及来自权属企
业的 220名职工代表尧 先进模范代表
齐聚一堂袁共谋企业发展大计遥建设集
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起翔莅临大会遥
会议由集团工会主席穆业林主持遥
会上袁建工集团副董事长尧总经理

李海智作了题为 叶真抓实干开拓创新
坚决打好野十三五冶攻坚战奋力开创新
时代企业改革发展新局面曳 的工作报
告遥 工作报告对过去的一年工作进行
了全面回顾袁对 2018年面临的形势进
行了客观的分析袁对 2018年工作的思

路尧目标尧措施作出部署遥
李海智强调袁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袁是实施集团野十三五冶规划承上启下的攻坚之
年袁企业目前已经整体进入到强化管理的提升期尧深化改
革的突破期尧转型升级的攻坚期袁集团广大干部职工要紧
密围绕新时代的新要求袁 准确判断公司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袁迈稳步子尧夯
实根基尧久久为功袁坚定走出建工集团新时代改革发展新
路子遥

2018年集团总体工作思路院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尧省十二次党代会尧省十二届二次全会精神和省委尧省
政府尧省国资委及建设集团一届三次职代会精神袁以建设
集团野十三五冶发展规划为战略指导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根本要求袁以实现质量变革尧效率变革尧动力变革为主
攻方向袁贯彻落实野1181冶总体工作思路袁积极围绕野13455冶
党建工作新思路袁抓重点尧补短板尧强弱项袁为野打造国内
一流尧省内龙头的建筑施工领域总承包商总集成商冶而努
力奋斗遥 并从九个方面布置了 2018年工作遥
会上袁集团副总经理孔庆辉宣读了叶集团野十三五冶规

划纲要渊修订冤曳草案袁并对修订情况进行说明曰集团总会
计师李明智作叶2017年度厂务公开报告曳曰副总经理程鹏
远作叶职工提案解答报告曳曰副总经理梁尔军宣读叶黑龙江
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曳
等系列文件袁并对编制情况进行了说明曰总经理助理张宏
图下达 2018年度经济责任目标曰集团与各所属单位签订
2018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责任书曰 集团行政与集团工会
签订了叶企业集体合同曳遥
会上袁 集团总工程师王玉林宣读了建工集团七届二

次职代会决议袁 职工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了
该决议遥
会上袁集团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孙庆东宣读了表彰

决定遥 集团决定袁授予二建公司等 3个单位野优秀单位冶荣
誉称号袁授予星海公司等 2个单位野先进单位冶荣誉称号袁
授予九建公司等 2个单位野发展进步单位冶荣誉称号袁授
予广东省惠东总承包项目部野优秀省外单位冶荣誉称号袁
授予康凯等 9名同志野科技创新先进个人冶荣誉称号袁授
予孙桂乐等 10名同志野十佳冶建造师荣誉称号袁授予曾凡
丰等 10名同志野十佳冶工程技术人员荣誉称号袁授予吕迎
军等 9名同志野优秀建造师冶荣誉称号袁授予么鹏等 21名
同志野优秀工程技术人员冶荣誉称号袁授予陈铮等 76名同
志野先进工作者冶荣誉称号袁授予七建公司等 3个单位野安
康杯竞赛先进单位冶荣誉称号袁授予二建公司三亚山湖湾
项目等 3个项目部野安康杯竞赛先进项目部冶荣誉称号袁
授予李铁军等 10 名同志野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冶荣誉称
号袁授予周岩生产调度班组等 7个班组野五型班组冶荣誉
称号遥
会上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陆要武发表讲话遥 陆要

武指出袁野十三五冶开局以来袁集团紧紧围绕野抓改革转机
制袁抓管理提效益袁控风险保稳定冶的工作原则袁慎重决
策袁大胆实践袁坚定不移地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袁不
失时机地推进改革遥 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和顽
强拼搏袁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上
级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袁 更是集团广大干部职工同舟共
济尧共克时艰的结果遥
陆要武强调袁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袁是改革开放 40周年袁是集团实施野十三五冶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遥 建工集团上下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上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认真
领会袁深入学习传达袁将本次会议精神贯彻到底曰要认清
形势袁艰苦奋斗袁全面完成 2018年各项工作任务曰要夯实
基础袁巩固提高袁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遥
在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中袁张起翔发表讲话遥 张起翔

首先对大会的召开以及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祝

贺遥 张起翔表示袁建工集团的工作报告全面客观地反映了
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袁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全面深刻袁
对下一步工作部署思路清晰遥 会议准备充分袁一方面对建
工集团野十三五冶规划纲要进行了修订曰另一方面围绕建
工集团的改革发展问题袁又制定了叶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工程项目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曳 等十项管理办
法袁体现了改革精神尧为依法治企奠定了基础遥 张起翔围
绕企业党建尧企业改革尧人才储备尧梯队建设等内容袁对建
工集团 2018年工作提出要求遥
最后袁大会在雄壮的叶国际歌曳声中落下帷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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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股份暨路桥集团一届三次职代会胜利召开

2018年 3月 16日袁龙
建股份暨路桥集团一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在公司

八楼会议室召开遥 上午 9点整袁与会代表陆续步入
会场袁尚云龙尧田玉龙尧孙国臣尧王征宇尧李梓丰尧单
志利尧陈彦君尧刘万昌尧佟广辉尧谷颖尧赵红革等领
导同志赴主席台就坐遥 建设集团副董事长尧总经理
于彩峰同志莅临大会遥 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李贵
清同志主持遥

公司总经理田玉龙同志作了 叶乘新时代强劲

东风尧 聚六千众磅礴合
力袁 以革命性改革开创
企业高质量发展新航

程曳的工作报告遥
叶工作报告曳首先总

结了 2015-2017年公司
在企业经营规模尧 营收
规模尧资产规模尧运营管
理尧 民生改善和人才队
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历史

性突破曰 全面回顾了过
去一年公司各项事业取

得的成绩遥一年来袁公司
严格按照建设集团 野两
最四跨冶的战略目标袁坚
定实施野3+2+2冶和野四个

同步冶发展战略袁严格落实野十三五冶规划遥 广大干
部职工团结一心袁各项事业竞相发展袁年度任务目
标全面实现遥针对 2018年工作安排袁提出九个方面
内容遥 市场开发要实现由野传统项目投标冶向野主动
为业主提供综合性服务冶的重要转变曰投资管理要
实现由野集中追求项目施工利润冶向野全面谋求项
目建设和运营期内综合效益冶的重要转变曰项目建
设要实现由野单兵作业冶向野统筹集约的集团军作
战冶的重要转变曰业务板块要实现由野立足局限性

的业务领域冶向野着眼基础设施建设尧运营全领域冶
的重要转变曰企业管理要实现由野注重传统的行政
和制度管理冶向野侧重丰富的文化管理冶的重要转
变曰 科技创新要实现由 野追求奖项数量和成果应
用冶向野全面创造商业价值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冶
的重要转变曰人才队伍建设要实现由野人力资源冶
向野人力资本冶的重要转变曰民生改善要实现由野强
化绩效奖励冶向野谋求职工福祉全面提升冶的重要
转变曰党的建设要实现由野侧重服务保障冶向野把方
向尧管大局尧保落实冶的重要转变遥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征宇同志作了 叶企务公开
报告曳遥

公司副总经理单志利同志作了 叶提案解答报
告曳遥

会上袁 公司工会主席李贵清同志宣读了龙建
股份暨路桥集团一届三次职代会决议袁 职工代表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全票通过了该决议遥

公司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孙国臣同志宣读
了表彰决定遥 公司决定授予杨晓光等 50 名同志
野劳动模范冶荣誉称号袁授予张学红等 100 名同志
为野百名优秀职工冶荣誉称号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云龙同志发表讲话袁
尚云龙同志首先指出袁 本次大会是本届公司领导
班子组织召开的第三次职代会袁 是在梳理总结过
去三年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袁 系统分析企业当前

发展面临的形势袁 全面部署 2018年公司各项工作
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遥 大会开
得很成功袁能够科学指导全年工作袁为公司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遥

尚云龙同志在讲话中重点解析野3+2+2冶和野四
个同步冶发展战略的内涵曰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和重
要性曰指出公司改革的重点内容曰强调干部的选用
标准曰全面细致地向与会代表阐述了野三保两做一
拓展冶的 2018年整体工作思路遥 最后袁尚云龙同志
勉励大家扎实工作袁 共同创造企业更加美好的未
来浴

在与会代表热烈的掌声中袁 于彩峰同志发表
重要讲话遥 他表示袁田玉龙同志作的叶工作报告曳能
够全面贯彻建设集团一届三次职代会精神袁 针对
成绩的总结很客观袁针对形势的分析很透彻袁针对
工作的安排很合理曰 尚云龙同志的讲话体现出其
对企业发展的思考很全面袁 对下步工作的部署很
科学遥 他强调袁参加本次会议袁真切地感受到了企
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遥 最后于彩峰同志围绕企
业党的建设尧依法治企尧企业改革等内容袁提出了
公司 2018年的重点任务并预祝公司各项事业能够
取得更大的成绩浴

本次职代会共设置了 42个分会场袁身处省内
外和国外的一千余名职工袁 利用互联网观看了本
次大会的视频直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