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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集团召开 2018 年第
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3月 9日下午袁建工集团召
开 2018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袁集团副总经理
孔庆辉尧安全部经理徐波尧工程管理部经理邵经钢尧各
权属企业主管安全生产劳务的副总经理尧 安全生产劳
务科长尧在哈总承包项目负责人袁共计 80余人参会遥会
议由邵经钢主持遥

会议明确了 2018年集团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思路院
以安全生产管理提升为目标袁 以项目全面全员全过程
管理为主线袁以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尧工作标准为准则袁
强化监督检查的过程管控手段袁 通过将项目过程管理
绩效与经营者绩效考核指标有机结合袁 切实提升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遥

会议对建工集团 2018年度工作要点作出部署遥邵
经钢对统计管理尧劳务管理尧工期履约管理尧项目远程
监控平台建设尧绿色施工尧机械设备管理尧企业信用管
理尧环境体系管理等八项工作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曰徐
波围绕集团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提出了包括强化全面

落实项目安全标准化管理尧 深入开展安康杯竞赛等安
全管理活动尧举办安全员及安全负责人培训班尧推进装
配式施工设施生产使用工作尧 继续完善脸红出汗的管
理机制尧 建立实施施工现场安全考核机制等六项工作
要点遥

会议传达了省市安全主管部门发布的文件和通

知袁指明了新一年安全工作面临的形式和任务遥
会议讨论了建工集团即将出台的叶项目安全尧生产

管理绩效考核实施细则曳袁各单位代表针对细则内容积
极发言讨论袁 并一致表示该细则的实施对集团安全生
产管理意义重大遥

会议还对 2018年安全生产目标指标的制定征询
了意见遥

会议最后袁孔庆辉作重要讲话遥 孔庆辉指出袁2018
年集团将多措并举防范安全生产工作风险袁 通过严控
项目过程管理袁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成效遥并要
求各权属企业及总承包项目部要全面传达落实好集团

本次会议精神袁切实提升自身执行力袁保障安全生产工
作顺利进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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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13日袁黑龙江省建筑安装
集团有限公司举办为期 9天的龙安集团 3月份职工培训工作遥 本
次培训袁集团旨在坚持野以人为本冶的原则袁不断提升企业职工的整
体素质袁更好的适应建筑市场发展的需要袁确保企业经营生产的持
续发展遥培训课程涉及范围广泛袁共包含七项课程院叶起草签订合同
相关法律知识培训曳叶广联达初级培训曳叶广联达提高培训曳叶交工资
料归档培训曳叶QC培训曳叶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知识培训曳叶新版四标
一体管理知识培训曳遥

本次培训活动袁龙安集团人力资源部高度重视袁邀请集团内部
相关工作经验丰富的职工及集团外部讲师尧 建筑领域政府部门领
导担任培训讲师袁 集团机关及各权属公司职工积极参与袁 共有近
1300人次参加培训遥

3月 13日培训课程为叶起草签订合同相关法律知识培训曳袁由王淑华律
师担任培训讲师遥 课上袁王淑华律师通过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结合的授课
形式袁生动讲授了起草签订合同时应注意的问题以及法律风险遥

3月 14日要3月 15日培训课程分别为叶广联达初级培训曳和叶广联达
提高培训曳袁培训讲师由广联达公司韩丹担任遥 两天的培训课程分别讲授了
关于土建尧安装尧云计价的软件使用方法和实际操作经验遥

3月 16日培训课程为叶交工资料归档培训曳袁由龙安集团机关技术发展
中心的高级工程师申爱华担任讲师遥 申爱华讲师详细讲解了工程过程中需
要的资料以及资料应如何保管尧提交遥 通过培训袁使职工在项目施工过程中
的资料管理更加严谨尧正规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遥

3月 19日培训课程为叶QC培训曳袁由龙安集团结构公司于春燕担任培
训讲师袁于春燕讲师主要讲述了 QC管理和 QC小组的相关知识袁丰富了
职工的理论知识基础遥

3月 20日培训课程为叶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知识培训曳袁集团邀请到省安

全站张晓飞站长尧 市安监局陈德宏处长担任培训讲师袁二
位讲师为广大职工讲解了安全施工的相关法律法规尧安全
检查标准等重要内容袁为今后工作中安全生产尧迎接政府
检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3月 21日要3月 23日培训课程为 叶新版四标一体管
理知识培训曳袁龙安集团邀请到方圆认证的杨福明老师尧质
量管理部李学军部长尧技术发展中心刘斌经理尧安全管理
部范海东部长尧工程管理部吕路等担任培训讲师遥 杨福明老师在课上详细
地讲解了新版四标一体管理的知识与旧版的区别袁 通过举例说明的方法袁
让参加培训的职工对新版四标一体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彻袁 李学军部长尧范
海东部长尧刘滨经理尧吕路讲师则对质量管理尧安全管理尧技术管理尧施工管
理等方面进行更加细致尧深入的讲解遥
通过培训袁广大职工在专业知识尧理论基础等方面收获颇丰遥 在未来的

工作中袁龙安集团将会安排更加专业尧更加适合集团职工需要的培训课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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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5日袁龙建股份暨路桥集团召开 2018年
机关工作动员部署专题会议遥公司领导尧
各权属单位党政负责人尧 机关全体工作
人员参加会议遥

公司总经理田玉龙同志主持会议遥
田玉龙首先回顾了过去一年公司取得的

主要成绩和工作亮点袁2017年公司市场
开发再创佳绩尧投融资业务稳步增长尧多
元化业务持续向好尧 资本市场运作取得
历史突破尧 管理水平和效益水平显著提
升尧科技研发和品牌影响力再上新台阶尧
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尧 民生保障工作
扎实开展尧 党建工作与文化建设同步提
升遥田玉龙指出袁进行革命性改革是公司
2018年的首要任务袁是公司解决历史问
题的必然性选择袁 是公司提质增效的迫
切需求袁 是公司发展理念革新的必经之
路遥 针对 2018年开局重点工作袁田玉龙
强调袁 一是有序推进革命性改革的各方
面工作曰 二是全力确保公司一届三次职
代会顺利召开曰三是全面准备 2018年经
营工作会议曰 四是认真筹备投融资管理
工作会议曰 五是全力保障非公开发行工

作的顺利进行遥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云龙同志发表讲话袁尚云

龙首先对公司 2017年工作进行概括性总结袁 对 2018
年的工作提出新要求袁并围绕公司发展谈了四点意见袁
一是准确认识公司定位袁 要以上市公司的标准来完善
公司的制度袁提高员工的素质遥 二是明确 2018年的基
本工作袁2018年要围绕野三保两做一拓展冶的思路来开
展各项工作遥野三保冶袁即野保订单尧保产值尧保利润冶曰野两
做冶袁即野做指标尧做市值冶曰野一拓展冶袁即野继续拓展多元
化的业务领域冶遥 三是强化机关工作作风袁打造团结和
谐的工作氛围袁机关各部门加强服务意识袁要服务于基
层尧服务大局袁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袁要提高工作效率遥
四是围绕革命性改革开展工作袁 今年诸多具体工作即
将全面启动袁希望大家能够站在公司的角度袁支持和拥
护改革袁通过改革让企业获得更大发展遥

尚云龙表示袁一年之际在于春袁让我们团结起来珍
惜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袁 倍加珍惜当前公司各项事业
的可喜局面袁倍加珍惜千载难逢的新时代历史机遇袁扎
实做好本职工作袁创造企业更加美好的未来遥

龙安集团顺利完成 2017年度考核
权属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工作

3月 13日
至 16日袁龙安集团党委对权属企业领
导班子运行及领导人员履职情况进行

考核遥此次考核分为两组袁分别由党委
副书记尧副董事长尧总经理武士军及党
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王彬带队袁抽调党
委工作部尧纪检监察室尧人力资源部的
相关人员深入权属企业进行考核遥

此次考核采取述职与职工群众评

议相结合袁 民主测评与组织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遥首先召开述职大会袁权
属公司经理代表班子及本人述职袁党
组织书记就分管工作述职袁 其他班子
成员提交书面材料遥随后袁进行民主评

议与推荐干部袁 民主评议环节包括正
向测评尧 反向测评尧 选人用人工作测
评袁 推荐干部环节为按要求推荐龙安
集团中层干部遥测评结束后袁考核组与
参会的部分同志进行组织谈话遥

龙安集团党委高度重视此次考

核袁基层单位精心组织袁考核组成员客
观公正袁实事求是袁力求通过考核把班
子及成员在职工群众心中的作为尧作
风尧形象考实考准袁并全面掌握班子工
作业绩和运行情况袁 以及领导人员现
实表现和工作成果袁 集团党委将根据
考核结果开展下步工作遥

根据叶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曳和叶黑
龙江省国资委监事会监督检查工作规范曳要求袁按照省国资委关
于开展年度监督检查工作的统一部署袁为全面尧客观尧公正地检
查和评价企业 2017年度经营业绩袁做好每年一次的年度定期监
督检查工作,3月 5日至 16日袁 省国资委第三办事处主任马长进一行四人
在水利水电集团总经理助理尧工程管理部部长陈亚光和绩效审计部副部长
唐勇的陪同下袁结合企业实际袁开展 2017年度水利水电集团定期监督检查
工作遥

此次定期监督检查工作采取抽查的形式袁分别对水利水电集团机关及
部分权属企业 2017年度的整体经营情况进行检查遥 检查前袁马长进同志明
确了此次检查的目的和内容袁一是检查 2017年度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袁以及
在重点工作上采取的一些实质性措施曰 二是检查 2017年度企业经营决算
情况袁以及企业的收入尧成本尧利润等情况曰三是了解企业的资产质量情况袁
有无不良资产或大额资金使用不当的情况曰四是检查董事会进行生产经营
决策以及野三重一大冶的执行情况曰五是检查企业 2017年度应收账款的清
收情况遥

马长进指出袁近年来建设集团发展势头良好袁水利水电集团划转到建
设集团旗下袁为建设集团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袁水利水电集团近年来规模

不断扩大袁产值节节攀升袁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与认可遥 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袁一是各单位的应收款项的回款率较低袁建议各单位可以单个项目核算
与管理袁按照集团的财务准则做好工作遥 二是野三重一大冶精神贯彻执行不
明显袁部分企业对于党委会尧董事会和总经理办公会的职责划分权限不明
确袁各单位应该明确划分各会议的职权袁或者统一开党政联席会议袁分开记
录会议纪要袁并加强野三重一大冶决策制度与执行力度遥 三是部分单位存在
劳务费尧租赁费等费用的报销手续不完善的情况袁各单位可以完善并统一
相关费用的手续问题袁尽量让相关费用与业务量相挂钩袁做到各项费用支
出清晰明了袁从而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遥

此次国资委监事会的定期监督检查结合了水利水电集团的实际情况袁
查找了各个单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袁 深刻剖析了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袁并
为水利水电集团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袁水利水电集团及各权属企业将全
力配合袁积极整改袁为水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遥

省国资委第三办事处对水利水电集团
开展 2017年度定期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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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袁电影叶厉害了袁我的
国曳正式上映袁建设集团机关
及二尧 三级权属企业党委工
作部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习

观影遥
该影片由中央电视台袁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出品遥 该片主要讲述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

以及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论

述遥 以野大爱中国尧大美中国尧
龙腾虎跃尧蒸蒸日上冶为总基
调袁 将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
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在大银幕

上袁展示了中国桥袁中国路袁
中国车袁中国港袁中国网等超
级工程的震撼影像以及背后

的故事遥 在彰显国家实力的

同时袁 也体现了国人们不畏
艰险尧埋头苦干尧开拓进取的
美好情操袁 创造出一个美好
的新时代遥

这部 90分钟的影片袁为
大家带来了视觉上和心灵上

的震撼袁 让人不禁脱口而呼
野厉害了袁我的国浴 冶大家纷纷
表示袁 必将在奋进的新时代
中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尧积
极作为冶袁为把黑龙江省建设
集团建设成为野两最四跨冶的

大型现代企业集团砥砺奉

献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遥

此次观影活动使广大员

工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有

了多角度的深刻理解袁 同时
也激励员工在平时的工作中

爱岗敬业尧砥砺奋进袁学会将
野小我冶融入野大我冶袁用野大
我冶引领野小我冶遥 建设集团也
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袁 推动
党建工作迈向新台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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