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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建设集团第一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 月 7 日上
午 8 时 30 分袁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第一届第三次
职工代表大会在和平邨宾馆和平会堂隆重召开袁
来自集团各单位各条战线的 413 名职工代表齐聚
一堂袁 共谋企业发展大计遥 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
长张起翔作了重要讲话袁 集团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
于彩峰作了工作报告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
席蔡绍忠主持会议袁 集团党委副书记高崇袁 董事
许国柱袁 党委委员尧 副总经理尧 总会计师郐晓
龙袁 党委委员尧 董事尚云龙袁 副总经理王恒达袁
副总经理周军袁 副总经理郝庆多袁 总工程师刘军
龙等领导出席会议遥
大会在全体代表起立奏唱国歌中隆重开幕遥
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翔在讲话中指
出袁 野十三五冶 开局以来袁 集团上下面对特殊时
期尧 特殊考验袁 围绕打造 野两最四跨冶 的总体战
略目标袁 进一步丰富 野五型冶 内涵袁 全面发力尧
逆境突围袁 开创了企业改革发展全新局面遥 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一路攀升袁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0 亿元袁 为 野十三五冶 末打造 野500 亿建设冶
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一步袁 奠定了坚实基
础遥 传统板块优先发展进一步取得成效袁 新兴板
块引领创效进一步彰显袁 多元板块培育提升快速
实现突破袁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步伐加快袁 民生改
善保障有效落实袁 企业外部影响力快速提升袁 企
业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遥 张起翔强调袁 2018 年袁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尧 建设现代化新龙江
的开局之年袁 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袁 是实施 野十
三五冶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遥 集团上下必须
登高望远尧 居安思危尧 勇于变革尧 勇于创新尧 永
不僵化尧 永不停滞袁 聚精会神地抓好企业改革发
展七项重点工作院 一是坚持在强化战略引领尧 抓
好顶层设计上发力袁 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曰 二
是坚持在全面深化改革尧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上发
力袁 开创活力迸发新局面曰 三是坚持在树立高质
量发展理念尧 全面提质增效上发力袁 提升企业稳
健发展水平曰 四是坚持在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
伍建设上发力袁 打造事业发展支撑团队曰 五是坚
持在加快企业文化建设尧 推动文化引领上发力袁
培育践行核心价值体系曰 六是坚持在持续推动民
生保障和改善上发力袁 推动以员工为中心的发
展曰 七是坚持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上发力袁 发挥
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遥
集团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作了题为 叶新
时代新征程袁 解放思想再出发奋力谱写集团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曳 的工作报告遥 叶报告曳 对 2017
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袁 一年来袁 集团各级领导
干部和广大员工袁 以集团 野十三五冶 规划为引
领袁 认真落实省委尧 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部署要
求袁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尧 发展新要求尧 市场新
变化袁 紧紧围绕 野两最四跨冶 战略目标袁 强管
理尧 优运营袁 全面提质增效袁 集团发展活力显著

增强尧 经营业绩持续向好尧 社会形象大幅提升袁
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遥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00 亿元袁 同比增长 15.6%曰 实现利税总额 17.2
亿元袁 同比增长 11.7%袁 利润总额 2.68 亿元袁 同
比增长 5.1%遥 新签合同订单 515 亿元袁 同比增
长 29.8%曰 存量 合同订 单 630 亿 元袁 同 比增 长
26%遥 集团在中国承包商 80 强企业中排名持续
跃升袁 连续名列黑龙江百强企业前十强遥 叶报
告曳 客观地分析了当前集团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院
2018 年是集团贯彻落实 野十三五冶 规划承上启
下尧 与时俱进的关键之年袁 是对过去两年再思
考尧 重整思想再出发的开局之年曰 叶报告曳 明确
了 2018 年的总体工作要求和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袁
提出了 2018 年六项重点工作任务院 一是全面突
出战略引领袁 围绕规划落地抓攻坚曰 二是全面深
化企业改革袁 围绕提升市场活力抓攻坚袁曰 三是
全面加强企业管理袁 围绕高质量发展抓攻坚袁 四
是全面加强投资管控袁 围绕防范风险抓攻坚曰 五
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袁 围绕强基固本抓攻
坚曰 六是强化民生保障袁 彰显企业责任和担当遥
按照大会议程袁 各位代表认真听取了集团党
委副书记高崇宣读 叶企业领导班子及成员任期职
工民主评议实施细则 渊草案冤曳 和 叶严禁党员领
导干部违规插手工程项目的规定 渊试行冤 草案曳
两项规章制度遥 听取审议了集团党委委员尧 副总
经理尧 总会计师郐晓龙作的 叶集团 2017 年财务

预决算及 2018 年预算报告曳遥 听取了集团党委委
员尧 董事尚云龙作的 叶2017 年职代会提案落实
情况和 2018 年职代会提案解答报告曳遥 审议通过
了集团董事会秘书尧 战略绩效部总经理尧 改革发
展部总经理蔡智军作的 叶集团改革发展 野十三
五冶 规划纲要 (修订) 草案曳 报告遥 听取了集团
党委工作部主任尧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张恩来宣读
叶集团企业文化大纲 渊讨论稿冤曳 和集团工会副主
席尧 工会办主任明艳玲汇报职工代表大会筹备工
作情况遥 集团董事许国柱宣读了 叶大会决议 渊草
案冤曳袁 各位代表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 叶黑龙江
省建设集团第一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曳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蔡绍忠表示袁 在
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袁 圆满完成了
各项议程袁 这是一次团结民主尧 求实进取的大
会遥 代表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袁 认真履行职
责袁 积极献言献策袁 讲政治尧 顾大局尧 议大事尧
求实效尧 集思广义尧 凝聚共识遥 各权属企业尧 各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大会决议和领导讲话精神袁
层层传达袁 深刻领会袁 切实把广大职工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企业发展目标上来袁 坚定信念尧 务实
创新袁 为全面完成 2018 年各项任务目标袁 推动
企业科学健康持续发展再立新功遥
大会在雄壮的 叶国际歌曳 中圆满落下帷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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