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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集团党的十九大基础知识竞赛圆满落幕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举办党务干部学习宣传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暨党务业务培训班

7 月 10 日袁由龙安集团党委主办的野为党旗
增辉袁为龙安添彩冶党的十九大基础知识及党风廉政建设知识竞赛决
赛在省建设集团四楼会议室举行遥 建设集团机关党委书记尧党委工作
部主任张恩来袁龙安集团副总经理尹志慧袁副总会计师尧总经理助理周
庆国出席决赛现场遥 副总经理尹志慧宣读竞赛规则遥
此次知识竞赛旨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之际袁 充分检验
龙安集团党员十九大基础知识及党风廉政建设知识学习成果遥 通过前
期初赛 12 支队伍的紧张角逐袁共有 6 支队伍入围此次决赛遥
本次知识竞赛采取现场竞答的形式袁共分为五个大环节院代表队
必答题尧选手必答题尧抢答题尧风险互动题和小组附加题遥 为使活动更
加丰富袁形式更加活泼袁在中场休息和记分员核分时袁还穿插了观众互
动题袁台下观众积极踊跃举手参与答题袁整个赛场气氛融洽遥
经过激烈角逐袁龙安一公司代表队荣获本次比赛的一等奖袁龙安
三公司代表队尧龙安六公司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袁龙安二公司代表队尧龙
安总包部代表队尧龙安四公司代表队获得三等奖遥
随后袁张恩来做总结性讲话袁他首先对龙安集团党委组织开展此
次形式活泼尧生动愉快的竞赛活动表示肯定遥 通过竞赛的活动形式重
温党的十九大方面基础知识袁从而对照知识尧寻找漏洞袁这对于在场的
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收获遥 近年来龙安集团吸纳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袁
人才储备机制完善遥 集团领导班子尧党委会尧董事会尧经理层思想高度

2018 年 8 月 16 日袁省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核心内容尧

统一袁步调一致袁集团业绩连年攀升袁员工福祉尧薪资待遇也在逐年发

建设集团党委工作部在花园邨宾馆袁 开展为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方

生变化袁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方面袁龙安集团党委工作部发挥了重要

一天的党务干部学习宣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

法尧工作方法三个大方面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神暨党务业务培训班袁集团机关和二尧三级权属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深入解

企业党委工作部尧团委全体干部袁三级权属企业

读遥

党委副书记尧支部书记袁共计 203 人参加培训遥

建工集团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孙庆东袁以

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蔡绍忠出席培

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冶为主题袁从世界社

训开班仪式并讲话袁集团机关党委书记尧党委工

会主义源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曰 从中国共产

作部主任张恩来主持开班仪式遥

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到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党的建

蔡绍忠指出袁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遥 坚决维

设曰从国有企业如何坚持党的领导袁加强党的建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尧 为核心的党中央

设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

权威袁把党对企业的全面领导落在实处袁要真正

设工作会议讲话精神袁 对国有企业坚持党对一

使党组织成为企业的领导核心袁 在思想和行动

切工作的领导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遥

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袁 同心同德遥 要对党忠

建设集团总经理助理尧改革发展部总经理尧

诚遥 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态度暧昧袁不

战略绩效部总经理蔡智军袁以野建设集团改革发

能动摇基本政治立场袁不能被错误言论所左右袁

展战略冶为主题袁从战略是什么尧战略有什么作

大家要结合总书记提出的七个有之和五个必须

用尧 我们集团的战略是什么尧 如何保障战略落

对照检查袁 同时要时刻学习袁 有效应对重大挑

地尧如何谋划和评价战略五个方面袁对战略从理

战尧抵御重大风险尧克服重大阻力尧解决重大矛

论到实际尧从提出到落地袁并结合集团实际袁对

盾遥 要严明政治纪律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袁强化

集团战略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讲

政治生态建设遥 大家要时刻牢记政治纪律尧政治

解遥

规矩袁要提高政治能力袁强化敬业精神遥 我们党

建设集团党委工作部副主任尧 团委书记李

务工作者要胜任工作岗位袁增强工作本领袁提高

亚东袁以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冶为主题袁从新

工作能力袁用高能力去支持尧服务尧保障企业的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尧十八大以来的组织工作尧党

经济中心工作遥

的组织体系建设尧 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四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袁 根据企

个方面袁对国有企业如何理解尧宣传尧贯彻尧落实

业实际袁以身边人讲自己的事为方向袁邀请集团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袁 做好国有企业党的建

理论水平扎实尧 党务业务精通的四位同志作为

设工作进行了切合实际的讲解遥
张恩来最后作了总结讲话袁 他对如何认识

主讲老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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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袁各级党组织党建队伍逐渐完善遥
张恩来强调袁龙安集团党委工作部要继续开展更富有活力尧更富
有创新意义的各类活动遥 要结合企业实际尧围绕中心工作发力袁发挥各
级党组织政治核心尧领导核心作用遥
通过此次竞赛袁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干部职工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党规党纪的学习尧理解袁更好地凝聚思想尧倍增动力袁激励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砥砺奋进袁担当作为袁把竞赛中学到的知识运用于
实践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工作创新发展袁为集团的发展壮大做出
更大的贡献遥

本次再认证审核对上次审核以来管理体系的建
立尧运行尧保持和改进情况进行了检查和评价袁与管
理层进行了交流和沟通袁 共检查了公司 7 个部门和
设计项目部袁以及 1 处施工现场袁查阅了水利工程尧
市政工程尧公路工程等项目资料袁检查了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袁 并对前次审核提出的观察项
的实施及有效性进行了现场确认遥
在本次会议上袁 审核组对公司综合管理体系予
以充分肯定遥 审核组一致认为袁 公司管理体系满足
GB/T19001 -2016尧GB/T24001 -2016尧GB/T28001 2011 标准尧GB/T50430-2017 标准要求袁能确保管理
7 月 8 日至 12 日袁北京中

方针和目标的实现袁并有所改进袁能够持续满足标准

水源禹国环认证中心质量尧环境尧职业健康安全审核

要求遥 工程产品质量稳定袁自我改进机制健全并能持

组专家一行 4 人袁对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质量尧环

续改进袁没有发生质量环境及安全事故袁无顾客重大

境尧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贯标认证情况进行再认

投诉袁管理体系运行持续有效遥

证审核遥 审核推荐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者代表表示袁 对审核专家提出的问题将高

质量尧环境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继续保持认证注

度重视袁 并严格按照国家的体系标准和管理手册的

册资格袁重新发放使用新版三体系认证证书遥

要求袁尽快改正袁进一步做好下步工作遥

7 月 18 日黑龙江省建筑

水利水电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纪委书记孙亚

党务干部岗位和党务干部尧如何做好党务工作尧

业协会在哈尔滨和平邨宾馆召开 野黑龙江省建筑业

光袁以野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何理解野根冶和野魂冶等方面解答了大家心中的

协会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冶遥 会上公布了新一

思想武装头脑袁指导实践袁推动工作冶为主题袁从

疑虑袁 并对企业未来发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展

届专家委员会的名单袁集团共 23 名专家入选六个相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

望袁为所有党务干部鼓舞了干事斗志尧增强了工

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尧 习近平新时代中

作信心遥

关专业专家委员会遥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渊以下简称专

简讯
建工集团“里普利吉尼斯乐园”项目顺利通过“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
验收
省四建公司“包医国际医院”项目顺利通过“全国建筑业绿色建造暨绿色施
工示范工程”
验收

家委员会冤 是由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组织我省建设
工程领域科学技术专家成立的袁具有一定权威性尧专
业性的非常设研究咨询组织遥 专家委员会下设质量
管理专业委员会尧施工技术专业委员会尧企业诚信专
业委员会尧绿色施工专业委员会尧工程质量监督与检
测专业委员会尧 建筑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共六个专业

工程评审验收尧 省级工法的评审和省建筑业企业诚

委员会遥 专家委员会由省内建设工程技术领域有较

信评价等工作中发挥咨询服务作用遥

深造诣的专家学者及高端管理人才组成遥

此次集团有多名专家入围专家委员会体现了集

新一届专家委员会建工集团共有 23 名专家分

团的队伍建设优尧人才储备足尧人才成长快等特点袁

别受聘为六个专业委员会袁 入选的专家在相关行业

集团将以此为契机袁坚持弘扬科学精神尧传播科学思

内都在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知识尧 丰富的实践经验

想袁倡导科学文化尧维护科学道德袁普及科学知识袁推

和优秀的管理能力袁 并将为我省制定建筑业企业发

动集团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袁 进一步加强队伍建

展战略尧 研讨科技发展途径尧 确定施工技术攻关重

设袁激励优秀人才成长浴

点袁鲁班奖工程的咨询尧申报袁全省新技术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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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股份中标山东省东明县 19.7 亿 PPP 项目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省四建公司 QC 小组成果荣获 2018 年度全国工程建设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

龙建股份尧龙建一公司联合体收

为了获得该项目袁龙建股份尧龙建一公司组织精干力量

到采购人渊项目实施机构冤东明县交通运输局尧采购代理机

成立了项目小组袁借助企业良好的资质优势尧信誉优势袁凭

构山东诚和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遥

借过硬的标书质量通过资审预审袁 并且在开标阶段的综合

龙建股份与龙建一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被确定为山东省

评分中稳居前列遥 在关键的磋商谈判阶段袁由龙建股份尧龙

菏泽市东明县公路建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渊PPP冤项目中

建一公司领导和各相关部室尧项目部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袁

标人遥

以高超的专业技能和谈判技巧袁令人信服的阐述袁与业主达
1尧项目名称院东明县公路建设政府和社会资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全国公路科技领军企业荣誉称号

成共识袁并就谈判成果签署了备忘录遥

本合作渊PPP冤项目渊以下简称野项目冶尧野本项目冶冤遥 2尧项目地

7 月 12 日经东明县县委常委会同意袁 东明县公路建设

点院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内遥 3尧项目估算总投资院19.7 亿元遥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渊PPP冤项目公开招标预成交公示正式

4尧合作期限院18 年渊含建设期 3 年尧运营维护期 15 年冤遥 5尧综

官方网站发布袁7 月 20 日收到中标通知书后袁与东明县政府

合投资年化收益率院7.05%遥 6尧建设内容院项目主要建设规模

正式签订 PPP 合同遥

和内容为农村公路 1400 公里袁窄危桥 163 座袁县道 97.10 公

该项目的顺利进行对龙建股份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

里袁省道扩建地方配套 47.50 公里袁东新高速鲁豫界超限检

生重要影响袁 有利于龙建股份在 PPP 领域进一步积累项目

测站占地 50 亩袁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袁连接道路 1000 米袁

经验袁提升 PPP 业务市场竞争力袁有利于进一步抓住市场机

停车场 10000 平方米及专项治超检测设备一宗遥

遇开拓 PPP 项目袁对龙建股份起到积极作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