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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集团 赵莉）9 月 2 日，为庆祝
建国 70 周年， 大力唱响礼赞新中国、奋
进新时代的青春主旋律， 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充分展示建工集
团青年员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建工
集团团委组织开展 “我与祖国共奋
进———国旗下的演讲” 特别主题团日活
动。建工集团机关青年代表、各所属单位
团委书记、 团组织负责人及优秀青年代
表共计 50 余人参加。

建工集团团委书记张双指出， 今天
我们在这里悼念无数曾为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而英勇捐躯的革命英雄们，品
读革命志士的信仰、坚贞，崇高和不朽的
革命精神， 激励我们在伟大的革命精神
感召下，发挥青年智慧，努力进取，开拓
创新，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建工。

在哈尔滨烈士陵园讲解员的引领
下，全体人员参观了革命烈士纪念馆。馆
内陈列主题《为了明天》，展馆共分曙光
初照、抗日先驱、为了新中国、保家卫国、
和平年代、金色少年六个专题厅。一张张
照片、一幅幅手迹、一段段影像资料，深
刻领悟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革命
先烈为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主、文明，
为实现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了
人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抛头颅洒热血，
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赤诚忠勇的革命精
神。

活动最后，省六建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金满仓为今天参加
活动的青年共青团员们赠书， 希望青年
团员们多读书、读好书，永远以书会友，
从名著读历史，谈感悟，品生活，让好书
为工作添一丝乐趣，为心灵辟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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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保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设计部长 吕斌

龙建六公司第九项目部经理 毕建伟

龙安集团技术发展中心经理 刘斌

吕斌能主动加强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学习中，他总是
埋头钻研，虚心请教，表现出强烈的上进态度；同时他还帮助年
轻人一同进步，遇到问题耐心给予解答，即给年轻人指明了方
向，又树立了榜样；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
不断地学习文化知识，了解时政。

工作中，吕斌同志总是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 设计部
工作冗繁且枯燥，大家在工作之余会放松身心，他却找时间帮
助其他同事。同时努力学习各专业知识，丰富和提高自己，遇到
的新技术，新知识，他总是充满求知欲，为此经常熬夜通宵。 得
益于这份刻苦钻研、事必躬亲的品质，随着工作深入开展，他在
地产开发范畴涉及的土建、安装、景观、精装修等各个专业中均
有所建树。 在设计部工作几年以来，他已经具备了宏观把控项
目设计的能力， 同时对地产开发整个过程的各阶段广泛涉猎，
现已成为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骨干力量。

他时刻牢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工作
人员就是公司的窗口。 吕斌具备扎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充满活
力的工作热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刻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013 年，他担任讷河公铁立交桥项目生产副经理，在他的带
领下，192 根灌注钻孔桩历时 3 个月全部完成，为桥梁主体结构的
架设抢占了时机，也提升了总体施工进度，为如期完成施工生产
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 年， 由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日喀则机场高速，
成功打响了龙建六公司在西藏建筑市场的品牌。 毕建伟主动请缨
成为了第一批在西藏高原上施工的龙建人。 这一次，在平均海拔
高达 4800 米的琼错县，他凭借“善为”的能力，将龙建大旗插在了
六公司施工项目的海拔最高点。

从大东北奔赴大西南，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他靠“善为”
的能力，历经了千难万险，填平了千沟万壑。 2018 年，他再一次接
到公司重任， 回到省内担任国道丹阿公路穆鸡项目 A2 标段的项
目经理，在各项检查中，一致获得各级领导的高度认可和好评，为
其他项目部起到了标杆示范作用。

无畏而为，必建伟业。 他将继续怀揣着龙建人的初心，行走在
传递龙建人的信仰之路，弘扬龙建人的精神之路，记录龙建人修
路筑桥美丽风景之路。

在技术管理工作中，刘斌主动贯彻国家的技术标准及规范，
了解专业新技术、新标准的发展动态与信息。 做好新规范、新标
准的宣传工作及相关业务技术的培训工作； 组织推广十项新技
术的应用活动；完成特种设备（锅、容、管、特）施工许可换证及电
力施工许可证换证； 负责特种资质管理人员的新办证及换证工
作；负责技术文件、记录的归口管理，竣工资料的催缴、审核、归
档、保管等工作；负责各施工项目技术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
服务；负责组织评审企业级工法，组织国家级工法、省级工法的
编写、申报；负责组织集团专利、成果鉴定编写、申报工作。 负责
组织编制龙安集团施工范围内的焊接工艺评定，组织焊接培训，
审核焊接作业指导书；负责做好“四标一体”体系要素分配的相
关工作；带领技术发展中心承担《中国安装协会黑龙江地区联络
组》的工作；审核集团管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以及专项施工方案工
作。 负责配合人事资源部组织的龙安集团技术系统业务培训工
作。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恪守着“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
人生格言，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在岗位工作中表现突出，为周围
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朱昕红时刻不忘自己是名共产党员，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一
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职业倾向。 严格要求自己，加强思
想理论学习，武装自己，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抑制不正之风。 工作中履行
职责强化学习、提高自身及团队综合素质、认清当前形势，采取了必要
性的宣传、自上而下贯彻对审计法规、制度的认知度、全面提高重视
度，时刻保持敏感的政治思维。

打铁还需自身硬，朱昕红同志和她的团队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强
化认知度，注重为企业的风险管理服务，为改善企业内部控制服务，为
企业增加价值服务，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同时，审计工作从单纯的查
错防弊转移到以管理、经营、效益审计为主的服务方向，向促进提高企
业管理水平转变，侧重点放在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跟踪上，把风
险评价贯穿内部审计全过程， 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决策风险和经营失
误，使审计工作更有成效。

审计部通过参加外部机构的审计培训，向上级单位、平行公司及
与外部审计人员进行经验交流等多种途径广学习、多学习，必须知其
所以然，保持和提升专业胜任能力，继续坚持审计人员能力水平范围
内的 “较真”精神，把住问题不放，真正为项目负责、为企业负责。

黑龙江省建投集团
党群工作部主管兼团委副书记 闫巍

省八建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 刘芳

该同志在工作 17 年中认真负责，勤奋务实，团结同
志，服从大局，扎实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展示着一个共产
党员的优秀品格和良好情操，实践着自己的入党誓言。作
为一名党员在本职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模范作用， 树立了
良好的榜样，维护了党员形象。坚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按照党章规定履行党员义务，遵
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珍惜党的光荣称号，努力提
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积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
作为市场开发部经理她深知自已身上担子重，责任大，所
以必须更加努力的做好本职工作。 并且认真对待所参与
的每个项目的投标工作，由于投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对于她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由于投标工作很繁杂，并且
要求非常高， 每一个环节和标书都不允许出现任何的错
误，所以每投一个标她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顾不上生病
的老人和孩子的学习，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的舍小家为
大家。

闫巍在工作中， 能够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作风扎实，无论是在刚
被调到集团人力资源部门初始，还是在团委工作岗位上，她
都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主动地钻研相关业务书籍，不断提
高自身的业务修养和政治素养， 在短时间内快速适应新工
作岗位，同时，该同志也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向身边同事学
习，一直坚持勤于思考、认真总结；作为人事主管，积极配合
部门领导完成与宏景软件公司的对接工作， 对集团人力系
统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人事异动等 6 个业务模块、50 多个
业务流程进行了测试，顺利完成了系统试运行。

作为集团团委副书记，该同志能够以服务中心、服务青
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企业发展中心工作，带领各
级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富有影响的活动，极大丰
富了团员青年的业余活动， 充分调动青年职工积极性和创
造性，取得了良好的活动效果。 2018 年度该同志荣获省管
企业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建工集团 赵莉）和田县 2019 年公租房项
目由黑龙江省四建公司新疆分公司承建，项目位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和田县经济开发区，
地处沙漠边缘， 是和田地区 2019 年政府扶贫项
目重点工程，总建筑面积 40459.45㎡，共 17 栋单
体工程。 项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开工，历时 4
个多月，日前，17 栋单体工程全部封顶。

省四建公司紧紧围绕建投集团提出的“优先
发展战略”，在走出去闯市场上下功夫，坚持“优、
先”发展。 从大江南北、到内陆高原、再到沙漠边
疆，冲破思想观念障碍，革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忠实履行
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

和田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屏障于西、北，西伯利
亚的冷空气不易进入； 南部绵亘着的昆仑山、喀

喇昆仑山， 阻隔了来自印度洋的暖
湿气流， 形成了暖温带极端干旱的
荒漠气候。 主要特点是四季分明、夏
季炎热、冬季冷而不寒、春季升温快
而不稳定、常有倒春寒发生，多风沙
天气，秋季降温快；全年降水稀少，
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昼
夜温差大。 项目部全体人员克服沙
尘暴、扬沙、霾等种种恶劣天气，新
疆和田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37 至
41℃， 对工程施工和质量控制带来
很大挑战，为确保工程按时交工，项
目部 24 小时不间断的组织人员施
工。

新疆和田公租房项目作为省四建公司进军
新疆市场打响的第一枪，为实现建工集团市场开

拓目标提供了强大引擎和不懈动力，更为建投集
团站稳新疆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省四建公司新疆和田县 2019年公租房项目喜封金顶

（建工集团 陈玉琦）9 月 9 日下午，
由建工集团党委倾力打造的党建品牌
《龙江建工大讲堂》第十六期准时开讲。

本次讲堂邀请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金融学年
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金融系统工程专
业委员会理事，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第六
届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财政金融专家组
副组长惠晓峰教授授课。 惠晓峰教授的
主要研究方向为汇率理论与汇率预测、
金融危机传染机制与金融风险控制、并
购与资本市场、科技金融等。 先后主持
和完成多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
级重大项目在内的科研课题， 发表论文 80 余
篇。

近年来，国企改革持续推进、成效显著，但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 新问题、 新挑战不断涌
现。 国企改革如何走深走实？ 怎样加快推进从
“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 惠晓峰教授从当

前的客观经济形式简析、 政策分析及前景展望
和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及资本运营三个方面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必要性
和运营机制。

当下，国企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建工集团将
充分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把握发展规律，坚定信
心、抢抓机遇，在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充
分发挥好“顶梁柱”“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主动与国家赋予龙江“五个安全”的战略定位、
与我省“六个强省”、省建投集团近中期改革发
展目标进行战略对接，确保国家、我省、建投集
团重大战略部署在龙江建工落地见效， 以更全
球化的国际视野，广泛整合资金、项目、人才等
优势资源， 坚持用市场化的方式完成核心战略
投资任务，迎接改革发展新机遇，将建筑施工领
域总承包商、总集成商这篇大文章做实做优。

如何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第十六期《龙江建工大讲堂》如约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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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建投共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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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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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冬季的黑龙江大桥
拍摄地点：黑龙江畔
作者：龙建一公司第八项目部 吕欣欣
建投人顶风雪、战严寒，奋战在施工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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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汗洒雪域高原
拍摄地点：西藏S5项目施工现场
作者：龙建一公司第九项目部 柳志臣
建投铁军秉承“抱一至永、远者无疆”的企业文化基
因，在雪域高原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冬冬季季的的布布市市 冬冬季季的的黑黑龙龙江江

冬冬季季的的黑黑龙龙江江大大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