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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袁建设集团党

张起翔同志向国资委领导和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了 2017 年度作风整顿专题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整改落

委召开以 野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实情况及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袁并代表集团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袁聚焦中央野六个方面冶要求袁进行

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党性分析袁结合企业实际袁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深刻剖析了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袁并提出了今后的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袁 全面贯彻落

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遥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进行对照检查袁作自我批评袁班子其他成员提出批评意见遥 各位班子

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冶为主题的 2017 年

成员本着对党尧对事业尧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袁敞开心扉尧坦诚相见袁既毫不避讳地提出批评意见袁也虚心接受其

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遥本次会议袁省国资委党

他同志的批评遥

委高度重视袁领导人处副处长吴伟同志尧省纪委

吴伟同志代表省国资委党委对本次民主生活会进行点评时指出袁 建设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开好这次民主生活

驻国资委纪检组正科级监察员李剑芒同志亲临

会袁严格按照省纪委尧省委组织部和省国资委党委有关要求落实会前各项准备工作遥 会上袁集团领导班子成员能够

会议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起翔同志主持会

从野六个方面冶认真对照检查袁把自己摆进去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袁态度真诚尧意见中肯袁达到了修正错误尧增进团

议遥

结尧促进工作的目的遥 吴伟同志强调袁建设集团党委要以本次民主生活会为契机袁进一步统一思想尧明确方向袁提高
本次民主生活会是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政治站位袁坚持问题导向袁推进工作落实遥

后的首次民主生活会袁 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张起翔同志指出袁本次民主生活会袁开出了高质量尧开出了好效果袁达到了野团结要批评要团结冶的目的遥 会后袁

精神的重要举措袁省纪委尧省委组织部尧省国资委党委对本次民主生活会都给予了高度关注袁集团党委旨在通过本

集团党委一定按照国资委党委的有关要求袁狠抓整改落实袁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列出整改清单袁明确整改事项

次民主生活会来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精气神袁使之聚力到集团野十三五冶规划各项目标上袁聚力到集团改革发展

和具体措施袁一件一件抓尧一件一件改袁确保查摆出来的问题改到位尧见实效袁使本次民主生活会的成效转化为提

上袁聚力到集团做强做优做大上遥

高自身尧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果遥

2 月 10 日袁集团党委对 2017 年度权属企业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进

企业党建工作袁 抓党建的主业意识得

行述职评议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起翔主持会议,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尧机关部分干部尧权

到提升袁 能持续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

属二级企业党委书记尧党委副书记尧党办主任和党员代表参加本次会议遥会议共计三项议程袁即各

组织建设袁认清党建述职的意义袁准确

权属企业党委书记述职尧由张起翔代表集团党委作集中点评和民主测评遥

查摆问题袁明晰工作思路袁取得了显著

集团党委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袁严密组织袁旨在按照叶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曳要求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袁进而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遥

的工作成绩遥
张起翔指出袁本次述职评议会议袁
既是一次评议考核会袁 也是一次经验
交流会袁 达到预期效果遥 通过此次述

安集团尧水利水电集团尧龙创置业尧科创集团尧国资技工学校 7 家企业作现场述职袁其他企业作书

职袁 各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抓基

面述职遥 作现场述职的各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袁围绕叶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党委关于做好 2017 年

层党建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尧 更深

度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曳中所规定的野八个方面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述职袁总结成

刻的体会尧更明确的目标遥 他强调袁各

绩袁查摆问题袁剖析原因袁提出整改措施袁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袁体现了党委书记履行党建第一责

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学习贯

任人的负责态度遥随后袁与会人员根据述职人员的述职情况和平时掌握情况袁实事求是尧公平公正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袁牢固树立党建主责主业意识袁进一步

地对各企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测评遥

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袁一手抓党建袁一手抓发展袁推动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袁促进企

张起翔对此次述职评议会议给予充分肯定袁 认为各企业党委书记能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领

2月4

两次专题培训会议袁 对考核组成员

日要11 日袁建设集团党委抽调各职

及基层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业务培

能处渊室冤精干力量袁组成联合考核

训袁确保考核程序严密袁不出纰漏遥

组袁 由党委副书记尧 工会主席蔡绍

通过领导班子及成员述职述责

忠袁党委委员尧副总经理尧总会计师

述廉袁职工代表对其 2017 年业绩完

郐晓龙带队袁深入到二级权属企业袁

成情况进行打分曰 通过正反向定性

对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年度考核遥

测评袁了解班子及成员的思想表现曰
通过对用人情况及新提拔干部使用

考核和职工民主评议 野两考核一评

情况的测评袁 掌握选人方向及用人

议冶 同步进行的方式袁 遵循客观公

风气情况曰通过组织谈话袁全方位掌

正尧实事求是尧全面考核尧注重实绩

握班子及成员的现实表现曰 通过查

的原则袁对班子及成员进行画像袁力

看佐证材料及业绩对标袁 深入了解

求把班子及成员在职工群众心中的

班子成员履职情况遥同时袁这次考核

作为尧作风尧形象考实考准袁全面掌

肩负着推荐优秀干部的政治使命袁

握班子工作业绩和运行情况袁 以及

并对推荐上来的干部进行延伸考

领导人员现实表现和工作成果遥

核遥

会前袁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

近期袁 考核组将对考核情况进

起翔高度重视袁 亲自研究考核方案

行汇总袁 并把考核结果向集团党委

及程序细节袁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袁听

及被考核单位党委进行反馈遥

取筹备工作汇报遥 考核组先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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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袁必须始终把解决好野三
农冶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袁并首次提
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袁为我们描绘

·

建设集团对二级权属企业领导班
子及成员进行 2017 年度考核

业改革创新发展实现新跨越遥

了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遥
张起翔表示袁 建设集团会以中以现代农
业产业园为核心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袁大力植
入新产业尧新模式尧新要素袁以科技种植尧交易
展示尧农业观光尧休闲娱乐等多种经营形式为
依托袁打造野一二三产冶融合联动袁农民富裕尧
1 月 23 日袁由哈尔滨

环境优美尧设施齐全袁野宜农尧宜商尧宜业尧宜养尧宜游冶的美丽乡

市政府主办尧 哈尔滨市道里区政府等单位承办袁

村尧特色小镇袁为冰城哈尔滨打造全新的现代田园综合体袁成为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尧哈尔滨水星投资公司协办的

龙江现代农业的新名片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经典范例袁为龙江农

2018 中国渊哈尔滨冤窑以色列现代农业高峰论坛在

业转型升级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遥

哈尔滨敖麓谷雅酒店盛大开启遥 建设集团领导班

随后袁黑龙江省建设集团尧哈尔滨水星投资公司等中外企

子成员尧中层以上干部及部分权属企业主要领导

业进行了现代农业项目签约遥 以色列阿森沃亩公司渊AZROM冤

出席论坛遥

1.6 亿元的设施农业设备引进尧以色列农艺种植服务公司渊ET鄄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张起翔为论坛开

ZA AGRI冤抗寒蔬菜种子繁育尧北京中农四方公司 0.6 亿元的

幕式作了致辞遥 张起翔指出袁中国和以色列虽然

农业嘉年华规划建设尧投资 1 亿元的中以农学院建设等项目签

距离遥远袁地域相差很大袁但双方都有着悠久的

约成功遥

历史以及根植于民族内心的传统友谊和创新精

论坛期间袁中以专家进行了专题演讲袁中以现代农业技术

神遥 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之

研发中心筹备处正式揭牌袁 并举办中以现代农业企业对接会袁

际袁建设集团非常荣幸协办此次中国渊哈尔滨冤窑

召开中以现代农业产业园技术方案论证会遥

以色列现代农业高峰论坛袁进一步推进中以现代农业高层交流
和务实合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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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起翔强调袁野农业尧农村尧农民冶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
本问题遥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袁古语有野食为人天袁农为

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副司长童章舜袁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参赞
安若宁袁哈尔滨市各区县相关部门袁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农
业大学等农业专家袁以色列农业专家袁以色列尧乌克兰尧土耳其尧
塞尔维亚等国外企业代表参加此次论坛遥

正本冶之说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

建设集团参加“2018 哈尔滨寒地博览会暨
中国 （哈尔滨） 首届航空航天 3D 打印材
料及应用制备技术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
省水电局与水利水电集团隆重举行黑龙江省威虎山水电站尧
黑龙江省水利加信水电站尧 黑龙江省水利小河里水电站三户
国有企业无偿划转交接仪式

水利水电集团荣获全省野安康杯冶竞赛活动优胜企业

1 月 5 日要1 月 8 日袁 建设集团
受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邀请参展 2018 哈尔滨寒地博览会
暨中国 渊哈尔滨冤 首届航空航天 3D 打印材料及应用制备技
术博览会 渊以下简称寒地博览会冤遥 省建设厅尧 省国资委尧 市
建委等领导及专家到建设集团展区进行参观袁 对建设集团在
构建建筑产业现代化体系尧 全力打造黑龙江省建筑产业现代
化示范园所取得的成果及作出的努力袁 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同
时希望建设集团继续在促进传统建筑向智慧建造转变等方面
做出更大贡献遥 本次参展工作袁 得到了建设集团领导高度重
视袁 对参展筹备尧 参展内容及布局设计等各项工作进行了专
题研究和部署遥 参展期间袁 建设集团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张起
翔袁 副董事长尧 总经理于彩峰袁 总工程师刘军龙亲自到现场
指导工作遥
展区包括黑龙江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展示区尧 建设
集团科技成果二维码展示墙尧 BIM+VR 技术体验区尧 3D 打
印展示区遥 各展示区吸引了众多领导和专业人士前来参观袁
其中建设集团科技成果二维码展示墙首日点击数超过 2000
次遥 黑龙江省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展示区全面展示了园区

目前发展状态及未来发展
前景袁 展示区采用双层可
翻转沙盘袁 展示了园区整
体规划袁 同时兼顾展示了
建设集团先进生产工艺袁
并充分展现出园区作为建
设集团转型升级和实现
野两最四跨冶 目标提供核心动力尧 核心支撑尧 核心保障的重要
地位袁 更展现了园区带动提升全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水平的巨
大潜力遥 BIM+VR 技术体验区尧 3D 打印展示区展示了如何
将 BIM 技术应用到设计尧 施工尧 运维中袁 体现了其在建筑全
生命周期的应用成果遥
展区充分展示了建设集团在构建建筑产业现代化体系方
面取得的成绩袁 充分体现了建设集团对打造行业领先尧 国内
一流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区的决心和信心遥 通过参展寒
地博览会袁 建设集团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