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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纪实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袁 大数据正在改变人

面对新行业尧新领域尧新思维等诸多困难挑战袁龙

貌袁切实提高了企业知名度袁成为了龙江大地大数

痛点曰另一方面袁他们积极与省内各大院校合作袁

类生活袁正在领航时代发展遥 2017 年 6 月 28 日对

数人毫不畏惧尧斗志昂扬袁他们坚持多方学习尧弥

据产业一颗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遥

为大数据岗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袁 为公司长远发

龙数人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袁 经省国资委批

补不足遥 他们借助建设集团平台优势袁本着野以岗

准袁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正式与北京九次方大数据

定人尧优中选优冶的原则袁开动脑筋尧想方设法引进

当前全国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基本处于信息

核心云平台袁依托黑龙江省建设集团的资源优势袁

信息集团尧 北京瑞德佳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专业技术人才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袁大力选拔优

化城市阶段袁 停留在政府服务上网尧 医疗教育上

多方突破袁不断开拓多条事业线袁并将每条事业线

组建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袁 作为省内

秀人才袁 满足公司发展所需遥 先后为公司引进博

网尧居民信息采集的低级阶段遥但信息的堆积并不

作为公司的利润中心和创效中心遥 现已初步形成

唯一一家省属国有控股的大数据公司袁 从注册登

士尧硕士尧本科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30 余人袁人

能建设和发展数字中国尧数字城市袁只有对信息智

了以黑龙江尧辽宁两省为主要市场袁为政府部门及

记尧筹备组建到正式运营仅用时短短三个多月遥完

员精干袁结构合理袁平均年龄仅 37 岁袁为公司下一

能利用所产生的综合智能服务才是真正的数字城

企事业单位搭建融合共享平台袁 提供数据信息服

展奠定坚实基础遥 野多线冶就是围绕数字城市治理

成了公司选址尧装修入驻尧企业文化墙构建尧制度

步发展储备了必要的人才资源遥 他们牢记工作职

市遥 龙数人借助国家将大数据产业确立为新兴战

务的大数据应用板块曰以智慧工地尧数字城管尧智

建设尧机构设置尧人员配备尧规划发展等各项工作袁

责尧健全完善制度尧实施精细管理袁组建了财务法

略产业的有利契机袁 认真分析研判国际国内大数

慧综合体尧智慧社区尧智慧交通尧智慧管廊尧智慧医

正式吹响了龙数人向着拥抱大数据梦想而扬帆起

务部尧人力资源部袁多方抽调经验丰富尧业务精湛

据产业发展现状袁 针对国内还没有在信息的智能

疗等主营业务的智慧集成板块和以集团建筑工程

航的奋斗号角遥

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袁 逐步制定完善了董事会议

利用方面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的现状袁大

项目为基础袁开展的钢铁尧水泥尧沥青尧汽柴油等大

事规则尧经理层议事规则尧财务管理办法尧业务审

数据公司力争抢占黑龙江各地市智慧城市建设中

宗材料设备集中采购服务板块遥 通过充分整合公

2017 年国家尧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要野坚

批流程尧职工假勤管理办法尧职工行为准则以及各

的最核心位置遥 他们初步确定了野立足龙江尧面向

司各方资源袁努力打造成为技术精湛尧管理精细尧

持全面深化改革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

部门工作职能尧岗位责任制尧绩效考核办法等各项

全国冶的市场定位和野一核尧双心尧一轴尧多线冶的战

潜力巨大尧 充满活力的新时代现代化大数据产业

调性冶尧野坚持新发展理念袁推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人

规章制度袁明确了各部门岗位的职责遥根据公司各

略发展规划遥 野一核冶就是搭建一个承载大数据应

公司遥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冶尧野推动国有资本由

项管理制度袁 制定了大数据公司标准化的管理手

用的数字城市治理核心云平台袁 以满足未来数据

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冶等

册袁保证了各项工作始终在规范框架下稳步推进遥

的存储尧计算尧传输等需求遥 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

方向已经明确袁目标紧紧锁定袁面对瞬息万变

展有限公司将依托云计算数据中心强大的运算与

的内外部变化袁 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系列新要求尧新任务遥 基于这种形势袁建设集团
围绕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袁 突出优化龙江经济

作为一家新生企业袁如何扩大企业影响力袁树

存储能力袁搭建数字城市治理核心云平台袁推动数

将紧跟国家产业政策袁 深度融入国家战略袁 秉承

转型发展尧快速抢占国家战略发展制高点袁经过认

立过硬企业形象袁培育企业良好品牌袁是摆在龙数

字城市综合治理建设遥通过构建具有贯通性尧扩展

野打造数字城市治理云平台袁成为政府及行业垂直

真调研尧多次讨论尧反复论证袁在以野新思维尧新动

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遥为此袁黑龙江大数据产业

性尧开放性的智能化数据服务系统袁为政府部门决

应用数据供应商袁 助推集团转型升级冶 的发展理

能尧新空间尧新支撑冶为核心思想袁以跨行业跨领域

发展有限公司领导团队以培树企业文化为切入

策提供数据支持袁 帮助地方区域经济实现腾笼换

念袁坚持野以核育心尧创新突破冶的主基调袁抢市场尧

多元产业为新动能的野4+3+N冶产业新格局的驱

点袁坚持传承和发扬企业文化塑造人尧培育人尧引

鸟尧凤凰涅槃遥野双心冶就是建设大数据展示中心和

抓管理尧强资质尧树品牌袁依托集团独特优势袁大力

动下袁黑龙江大数据产

整合参股方技术资源袁

业发展有限公司应运

全面推进大数据应用尧

而生遥 可以说袁黑龙江

智慧集采尧智慧系统集

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

成等主营业务袁快马加

公司的组建既是集团

鞭尧阔步前行袁为了实

贯彻落实国家尧省委省

现自己的大数据梦想

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

而不懈努力遥他们将大

实践袁也是巩固集团传

力发展大数据应用业

统建筑板块尧发展战略

务袁 以实现信息共享尧

新兴板块的重大举措袁

业务协同尧智能决策为

更是对龙江大地数据

目标袁为政府部门提供

产业发展和集团推动

大数据融合共享平台

科技创新尧实现转型升

建设服务袁努力打破政

级具有极为重要的现

府及垂直行业之间的

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

数据壁垒遥他们将依托

里程碑意义遥这意味着

建设集团业务板块袁将

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

数字城市建设作为主

展有限公司从组建那

研方向袁利用大数据公

一天起袁必然要肩负起

司平台优势整合社会

千钧重担袁备受上下瞩

各方系统集成资源袁全

目遥虽然黑龙江大数据

面推进智慧工地尧智慧

公司刚刚出生袁还很弱

社区尧智慧城管尧智慧

小袁 但龙数人坚定信

管廊尧静态交通等数字

念袁勇挑重担袁凭借着

城市建设项目遥他们正

初创时的架构雏形袁步

在整合建设集团内部

步完善尧 砥砺向前袁建

采购需求袁发展外部合

立了现代企业治理结
构袁设立了股东会尧董事会和经理层等机构袁确保

领人的功能袁 在吸收各家参股公司优良基因的基

大数据交易中心遥 他们抢抓大数据产业在龙江大

采购规模优势袁 努力在材料价格上取得突破性进

企业经营决策科学高效遥 为充分发挥功能完备反

础上袁 逐步酝酿和提炼了具有大数据公司鲜明特

地方兴未艾的有利契机袁 借助国资优势抢先申请

展袁实现采供双方互利共赢袁助力集团降成增效尧

应迅速的管理职能袁组建了党群工作部尧董事会办

点的企业文化遥初步确立了野成为卓越的数据资产

各项业务资质袁 规划建设黑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

转型升级遥龙数人有信心袁也有决心为黑龙江各个

公室尧行政办公室尧人力资源部尧战略发展部尧经营

运营商袁汇集数据力量袁开启智慧生活新时代冶的

与大数据展示中心袁推介尧展示大数据应用场景及

地市提供国际一流尧 国内领先的大数据应用顶层

管理部尧 财务法务部尧 金融资产部等 8 个职能部

企业愿景尧野贡献数据智慧袁释放数据价值冶的企业

有关产品袁 为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提供数据交

设计服务袁 逐步确立大数据公司在黑龙江省大数

门袁以及以市场经营为核心任务的大数据应用尧智

使命尧野发展企业尧幸福员工尧服务社会冶的核心价

易尧数据服务袁从根本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袁确

据产业中的核心地位遥

慧集采尧智慧集成 3 个事业部组成的事业群曰明确

值观和野正心诚意尧刚健自强冶的员工精神遥并积极

保在未来数据产业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征程万里风正劲袁龙数扬帆欲起航遥黑龙江大

了未来将以 8 个职能部门为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

参与各项外联活动袁加强公司品牌与形象建设遥在

之地遥 野一轴冶就是以大数据应用作为主营业务轴

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已经

抓手袁根据业务需要袁不断拓展新事业群的工作格

建设集团的大力支持下袁他们先后参加了 2017 哈

线袁在大数据应用相关领域拓展发展空间袁实现开

吹响奋进的号角袁正在缓缓驶向那波涛汹涌尧广阔

局遥

尔滨国际马拉松比赛尧 第五届黑龙江绿色食品产

枝散叶遥一方面袁他们借助参股方九次方大数据信

无垠的数据之海袁他们将携手并肩尧把舵划桨尧搏

业博览会及哈尔滨世界农业博览会等一系列大型

息集团的技术支持袁为政府部门尧企事业单位尧社

击风浪袁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袁昂首阔步迈向更

在黑龙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初

外宣活动袁通过国内多家新闻媒体袁对外展示黑龙

会民生提供综合数字智慧服务袁 打破政府信息孤

加美好的明天浴

期袁作为刚刚涉足大数据这一新兴产业的初学者袁

江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形象和员工风

岛袁解决经济发展尧社会民生中信息障碍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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