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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7日至 4月 7日袁省水利水电集
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云龙深入
权属企业开展调研袁通过听取汇
报和座谈的方式袁全面了解企业
基本情况袁就企业当前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袁以及广大干部职工关
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袁并对下
步工作提出要求遥集团领导王开
顺尧孙亚光尧宋祝尧张立翰全程陪
同调研遥

3月 27日袁在佳木斯市三公
司机关总部袁尚云龙对三公司近
几年的工作给予肯定袁并详细询
问了厂办大集体改革及野三供一
业冶 移交等民生工作进展情况遥
他指出袁 三公司现阶段发展稳
定袁领导班子结构合理袁具有资
质资源和品牌信誉优势袁但未来
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残酷袁要克
服短板尧巩固优势袁增强抗风险
能力袁赢得竞争主动权遥 尚云龙

强调袁 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问题要深入思考遥
一是思考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袁探索推进多元
化经营举措曰二是思考企业的管理问题袁提升
现代化管理水平曰 三是思考干部的成长问题袁
搭建结构合理的领导班子袁推进干部队伍年轻
化袁形成接力奋斗的生动局面遥

3月 28日下午袁在绥化市直属公司机关总
部袁尚云龙对直属公司为集团组建做出的贡献
表示由衷地感谢袁对直属公司发展业绩予以肯
定遥尚云龙强调袁唯有上下同心求改革袁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遥 要从企业战略定位尧主副业
均衡发展尧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袁同时适
时推行现代化管理手段袁 再造企业运营管理尧
工程管理尧财务管理流程袁切实破解面临的一
系列新课题遥

3月 29日下午袁 在富裕市一公司机关总
部袁尚云龙指出袁一是要立足自身历史尧优势和
出发点袁靠经验智慧和科学方法闯市场曰二是
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袁尤其是抓好优秀大学毕
业生招聘工作袁逐步解决人才匮乏和执业资格
证书不足的问题曰三是要盘活现有资源袁打破
传统思维袁谋划和推进发展曰四是进一步完善
管理制度袁严格按照程序流程开展工作曰五是
加强学习袁树立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特
色企业文化遥

3月 30日上午袁在哈尔滨市冲填公司机关
总部袁尚云龙指出袁冲填公司在管理模式创新尧
管理手段运用尧企业多元化布局尧科技创新引
领尧人才战略实施尧企业文化建设和民生改善
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遥 尚云龙强调袁荣耀
与艰辛同在袁机遇与挑战并存袁要清醒看到当
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自身存在的问题袁以更高
站位尧更远眼光尧更大格局袁精准施策袁推动企
业进一步发展遥一要转变思维袁拓宽经营模式曰

二要聚合资源袁优化企业管理曰三要注重人才
培养袁促进企业发展曰四要发挥集团引领作用袁
构建共同发展模式遥

3月 30日下午袁 在阿城区二公司机关总
部袁尚云龙对二公司在企业发展尧治企理念尧党
建工作尧企业文化尧民生举措等方面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遥尚云龙指出袁一是要坚持野全员闯
市场冶的经营理念袁同时要着眼未来发展袁以企
业实力和品牌拓展市场曰二是要着力加强制度
建设袁用制度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曰三是
要对企业文化进行提炼尧提升袁要有战略引领袁
打造企业愿景袁制定长远规划遥

4月 7日下午袁 总承包公司领导班子到集
团总部汇报工作遥在听取汇报后袁尚云龙指出袁
总承包公司功能定位尧发展定位符合集团发展
需要袁要牢牢把握定位尧加快能力提升尧推进改
革发展遥 要结合集团总部机构改革袁切实解决
好人才队伍结构布局优化的问题袁建立精干高
效的管理团队遥 要依托集团尧依靠集团不断壮
大实力尧实现自我发展袁注重在项目管理尧改革
创新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遥

尚云龙在调研中始终强调袁对于各权属企
业需要集团协调解决的问题袁 集团将全力以
赴遥 集团将着力发挥引领作用袁凝聚干事创业
的强大动力,矢志形成凝心聚力尧优势互补尧共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遥

各权属企业班子成员尧部分中层干部参加
调研和座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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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龙安二公司承建的

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建筑

工程标段六于 2018年 4月 10日正式开工遥 项
目位于黑龙江省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昊天路 2
号袁占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袁项目主营绿色饲料
渊食品冤添加剂尧营养品尧原料药等产品遥 一期项
目主要承建淀粉糖车间尧 平房仓及筒仓区三个
单体袁 建筑面积约 35683 平方米袁 合同造价
5050万元袁计划竣工日期 2019年 6月 30日遥

龙安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此项目袁 从项目
部的组建到现场施工袁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尧安排
部署遥项目伊始袁公司就选派精干的项目管理团
队进驻施工现场袁 在昼夜进行桩基础施工的同
时袁 快马加鞭地搭建项目部办公区及生活区暂
设袁全天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遥 在工期紧尧任务
重的条件下袁 项目部确保施工安全尧 质量和进
度遥 一排排五颜六色的企旗在一望无垠的沃野
上迎风飘扬袁展现出项目生机勃勃的开工景象遥

此刻袁项目建设的号角刚刚吹响遥在项目经
理王鹏的带领下袁全体项目部职工有决心尧有信
心打好这一仗袁不辜负集团和公司领导的期望袁
不畏困难尧勇往直前袁严抓施工管理袁保质量保安全保工期袁一
定给建设单位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袁让龙安的品牌享誉行业遥

近日袁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委副书记尧市长赵江涛一行到黑龙江省
四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内蒙古包

医国际医院项目视察工作遥
在包医国际医院项目施工现场袁项目经理

吕超向赵江涛一行详细介绍了包医国际医院

项目施工情况遥 在听取了现场施工进展情况
后袁赵江涛在对包医国际医院项目建设情况给
予肯定和赞扬袁并在包医国际项目部召开现场
工作会议遥

会上袁赵江涛强调袁医院项目事关人民群
众的健康福祉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惠
及民生袁突出抓重点尧补短板尧强弱项袁让人民
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尧 高效的公共卫生服务遥
要加强项目建设管理袁 加强项目风险防控袁严

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袁
坚决杜绝安

全事故发生袁
充分发扬龙江企业的精神袁保质尧保量尧保进度
地保证工程尽快竣工袁将该项目建设成为包头
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标杆工程袁为包头市医
疗事业再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遥

赵江涛还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忠诚履职袁认
真负责袁积极作为袁为民生工程服好务袁创造优
化营商环境袁确保项目有序推进遥

项目经理吕超表示袁一定会继续秉承龙江
建工和龙江四建的企业精神袁将包医国际项目
建成安全尧优质尧高效的施工样板工程袁为包头
医疗卫生体系做出龙江企业的贡献遥

该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袁占地面
积为 13700㎡袁建设规模 125000㎡袁门诊医技
楼是地下二层尧地上五层曰病房楼是地下二层尧
地上十四层遥 主要建设内容为医院业务用房
渊包括门诊楼尧病房楼尧医技楼冤设置床位 1000

张遥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建工程尧内外装饰工程尧
给排水工程尧采暖工程尧通风空调工程尧电气安
装工程尧消防安装工程尧物流传动尧净化医技工
程尧绿建节能系统尧智能化及信息化工程尧标识
系统尧亮化系统尧屏蔽防护工程尧污水处理工
程尧医用气体工程尧绿化工程尧市政工程设施
渊铺装工程尧室外停车场尧景观尧道路围墙尧大门
设施等冤室外综合管网尧电梯工程尧垃圾被服处
理系统等辅助配套设施遥中标金额为壹拾亿玖
仟万元袁工期从 2017年 8月 16日至 2020年 8
月 15日袁总工期 1095日历天遥

龙建股份暨路桥集团举办第二
届“卓悦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

2018年 4月 3
日袁由公司安全管理部尧工会联合举办的安
全生产知识竞赛经过两天四轮的激烈角逐

圆满落下帷幕遥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
孙国臣袁副总经理单志利袁副总经理刘万昌
等领导莅临决赛现场遥

本届安全知识竞赛旨在使公司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得到提高袁 责任感和
使命感得到加强袁扎实的掌握安全法律尧法
规和公司规章制度袁进而做到野知法尧懂法尧
守法冶遥共有 18支代表队报名参赛袁代表队
成员分别由各单位安全机构尧 项目专职安
全员尧 主管安全工作的项目副经理或项目
总工构成遥 本次比赛出题范围是新颁布的
9部法律尧 法规尧 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办
法袁共 380条遥

赛前袁 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人李洪雨
为本次比赛致辞遥他表示袁安全生产是企业
管理永恒的主题袁 公司在冬季停工期间以
各种形式对各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

训袁 目的是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对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知识的掌握程度袁 提高安全管理
人员业务能力袁 在今后的安全管理工作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公司各单位要以此次安
全知识竞赛为契机袁 不断加大安全宣传力
度袁营造安全生产良好的氛围袁强化施工现
场安全管理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袁确保安全
生产工作全面受控遥

预赛中袁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袁准备充

分袁比赛紧张激烈袁高潮迭起袁扣人心弦遥经
过三轮预赛袁城镇公司尧四公司尧伊哈公司尧
七密公司尧五公司和沃野公司脱颖而出袁进
入决赛遥

决赛中袁选手们在必答题环节里袁对答
如流袁各队比分不相上下曰在团队问答题环
节里袁 各队参赛选手充分展示了其掌握安
全知识的熟练程度曰在实力尧策略与运气共
存的风险题环节里袁 各参赛选手凭借精彩
发挥赢得裁判组与观众的热烈掌声遥最终袁
伊哈公司以 770分获得一等奖袁 七密公司
和五公司分别以 700和 660分获二等奖袁
城镇公司尧四公司和沃野公司获得三等奖遥

公司副总经理刘万昌为荣获三等奖的

单位颁发奖金尧奖杯和奖牌遥公司副总经理
单志利为荣获二等奖的单位颁发奖金尧奖
杯和奖牌遥公司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孙国
臣为荣获一等奖的单位颁发奖金尧 奖杯和
奖牌遥

公司副总经理单志利为本届比赛致闭

幕词袁 单志利首先对报名参加安全知识竞
赛的单位提出表扬袁 对举办本届活动的相
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给予肯定袁并表示袁公司
将推进安全知识竞赛常态化遥 单志利希望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队伍以本届安全知识竞

赛为契机袁认清形势袁振奋精神袁以更坚定
的信念和更科学的态度袁 开展好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遥

龙安集团总包部承建的鸡西市采煤沉陷棚户区改造工程

腾飞新区一期五标段工程项目荣获鸡西市 2017年度建

设工程“优质工程奖”，同时项目部荣获 2017年度工程

质量管理“先进集体”奖项

建工集团荣获 2017年度“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称号，建

工集团自 2011年以来第六次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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