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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权属企业召开庆祝建党 97 周年七一表彰大会
建
工
集
团

绿树阴浓夏日长袁楼台

程遥 与此同时袁陆书记指出袁建工集团作为黑龙江省大型国

话遥 他首先代表建设集团党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

倒影入松江袁97 载初心不变袁匠心筑梦建工情遥 6

有企业袁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人表示祝贺浴 向奋战在项目施工现场的干部员工和共产党

月 22 日袁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庆祝建党 97 周年暨

主义思想指引下袁旗帜鲜明地讲党的建设袁理直气壮地讲

员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浴

七一表彰大会在里普利吉尼斯乐园项目工地隆重

党的领导袁竭尽全力地做好党的事业遥

召开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纪委书记成照东同志袁法

成照东表示袁建工集团每逢七一党的生日举行纪念活

陆书记强调袁集团党委要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动袁形成了传统袁各级党组织的活动各有千秋袁各具特色袁

引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曰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真正做到了有模有样尧有板有眼尧有声有色尧有品有格尧有

务合约部总经理霍光同志袁 审计部总经理张晓妹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干

形有影遥 建工集团 66 年的建企史袁在龙江尧共和国乃至世

同志袁投资业务部总经理胡晓江同志袁科技发展部

在实处袁走在前列曰要坚持践行集团野13455冶党建工作新思

界的版图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近年来袁建工集团

总经理武晓宇同志袁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尤海英同志以及

路袁充分发扬野四有四敢冶精神曰要坚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袁

党委坚定不移地抓党建袁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党委的各项工

集团权属单位 500 余名一线干部员工出席大会遥 会议由建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遥 同时号召大家院勇于担当袁牢记

作部署袁不断加大党建工作力度袁真正做到政治站位高袁顶

工集团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孙庆东同志主持遥

国企使命袁奋勇前行袁争做时代先锋袁在企业全面发展的新

层设计到位袁 抓铁有痕袁 踏石留印袁 并能够积极围绕

长征路上实现更大的跨越遥

野13455冶党建工作新思路袁聚精会神抓党建袁一心一意谋发

下午 13 时袁表彰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袁建工集
团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陆要武同志发表讲话遥
陆书记的讲话袁 让我们回顾和缅怀了我党 97 载始终

集团工会主席穆业林宣读了表彰决定袁领导同志为获
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状和证书遥

坚定信念袁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

铭记光辉历史袁不忘神圣使命袁
凝聚奋进力量袁追寻复兴之梦遥 7 月 1 日袁龙建股份暨路桥

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尧 纪委书记成照东同志作重要讲

最后袁演出在全场合唱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曳的
歌声中闭幕遥

展袁为建设集团提出的打造野两最四跨冶总目标提供强有力
的核心支撑遥
随着叶国际歌曳的结束袁七一表彰大会正式闭幕遥

员尧董事会秘书王征宇袁党委委员尧工会主席李贵清出席会

是党员群体要建设成为打赢市场尧 开疆拓土的骨干力量曰

势袁积极谋划袁科学谋篇布局袁坚持党政同心同向袁

议遥 会议由公司党委副书记孙国臣同志主持遥

二是党员群体要建设成为升级管理尧 创造效益的骨干力

取得了一系列催人奋进的成绩袁 实现了 野3 个百

集团庆祝建党 97 周年先优表彰大会在黑龙江省交通干部
学校隆重召开遥

下午 14 时袁建工集团庆祝建党 97 周年野听党话窑跟党
走冶一线慰问演出正式开始遥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袁公司党委副书记尧总经

量曰三是党员群体要建设成为展示形象尧铸就品牌的骨干

亿冶目标袁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袁为集团实现野两最

理田玉龙同志宣读了表彰决定袁领导同志为获奖单位和个

力量曰四是党员群体要建设成为传承优良传统尧打造优秀

四跨冶总目标贡献了力量遥

文化的骨干力量遥

公司及各权属单位 300 余名干部职工参加大会遥 建设

人颁发了奖状和证书袁 新党员代表集体面对党旗庄严宣

集团党委副书记高崇袁 陆军第 78 集团政治部副主任程建

誓袁新党员代表作表态发言遥 公司党委委员尧董事会秘书王

军袁黑龙江省交通干部学校党委书记尧校长任宏伟袁哈亚项

征宇同志宣读叶党员亮身份尧比贡献活动方案曳遥

尚云龙同志最后表示袁 本次大会既是一次祝捷的大

高崇同志表示袁当前袁集团上下都在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袁更是一次誓师的大会袁公司各级党组织袁全体党员同志

会主义思想袁积极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

目办主任张亮袁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云龙袁党委副书

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云龙同志发表讲话遥 他在讲

要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矢志奋

教育袁广大党员要坚持学做结合尧以学促做袁野学冶

记尧总经理田玉龙袁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孙国臣袁党委委

话中总结了三年来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做出的突

斗袁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袁为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

得深入袁野做冶的扎实遥

出贡献曰对公司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 5 种力量和对广大党

己全部力量浴

员群体建设成为 4 种力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殷切希望曰并
代表公司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祝贺遥

表建设集团党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浴 并通过大会

高崇同志要求袁全体党员干部要在提升政治素养上当
好表率曰在弘扬正气上争当标杆曰在企业发展上勇于担当曰
在服务民生上有所作为遥

尚云龙同志指出袁 各级党组织要建设成为 5 种力量院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崇高的敬意浴 向奋战在

上午 9 点 30 分袁伴随着诗音舞叶集结号曳的震撼登场袁

一是要建设成为研判政策尧科学决策的核心力量曰二是要

项目施工一线的干部职工和共产党员送上节日的问候浴 向

龙建股份暨路桥集团庆祝建党 97 周年野初心不改袁信念永

建设成为深化企业改革尧加快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曰三是

关注龙建股份发展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并对出席

恒冶文艺演出正式开始遥 整场演出的文艺节目由卓悦文化

要建设成为更新理念尧创新体制的核心力量曰四是要建设

此次大会的部队和哈亚项目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浴

发展中心艺术团策划尧创作尧演绎袁艺术团成员由公司各基

成为发现人才尧培养人才的核心力量曰五是要建设成为勤
政为民尧强企富民的核心力量遥

龙
安
集
团

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高崇同志作重要讲话遥 他首先代

龙
建
股
份

近年来袁龙建股份牢牢把握野坚持党的领导尧加强党的
建设冶这一国有企业的野根冶和野魂冶袁坚持用野规范尧融合尧凝

尚云龙同志强调袁 党员群体要建设成为 4 种力量院一

聚尧辅助尧监督冶十字方针统领党建工作袁顺应行业发展形

6 月 29 日下午 1 点 30

今天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浴 向集团辛勤耕

会上袁武士军同志宣读了表彰决定遥 龙安六公司拉萨

层单位的优秀青年职工组成袁该艺术团成立至今袁已进行
多次精彩演出遥

务尧抓贯彻尧抓落实遥 三是要重点突出基层党建工作遥

分袁 龙安集团在省建设集团四楼会议室召开庆祝

耘在各岗位的 325 名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慰问和衷心的

项目党支部等 5 个党支部被授予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荣誉

会议最后袁 全体与会人员观看了集团先进基层党组

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暨野先优冶表彰大会遥 大会

感谢遥 随后袁他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了我党建党 97 周年来的

称号袁韩烽等 35 位同志获野优秀共产党员冶荣誉称号袁李冬

织尧优秀共产党员尧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的先进事迹纪录

对为集团公司发展和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基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袁号召大家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

梅等 4 位同志获野优秀党务工作者冶荣誉称号遥 龙安集团领

片袁纪录片打动人心尧催人奋进袁会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遥

层党组织尧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

精神袁进一步凝聚起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遥 集

导班子成员为受表彰代表颁发了牌匾和荣誉证书遥

表彰遥 省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蔡绍忠袁

团广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袁强化野四种意识冶袁围绕龙安

随后袁蔡绍忠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遥 他代表建设集团党

建设集团纪委副书记尧 纪委监察室主任董真出席

集团野一体四驱冶发展战略袁立足岗位多作贡献遥 周军同志

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党组织尧先进个人表示祝贺袁对龙安

会议遥 建设集团副总经理尧龙安集团党委书记尧董

提出三点要求院一是要大力学习弘扬先进典型曰二是要打

集团过去一年中的党建工作予以肯定遥 并从提升干部队伍

事长周军带领全体班子成员出席会议袁集团权属公司领导

造优秀的龙安先锋团队曰三是要不断加强集团党的建设工

素质尧加强项目支部建设尧严肃项目组织生活尧发挥一线党

班子袁机关各处室长及先优代表等共 150 余名党员参加会

作袁坚持野一条主线尧两个措施尧四个重点冶的党建工作思

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三点要求院一是要把旗帜鲜

议遥 会议由龙安集团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王彬主持遥

此次表彰大会进一步凝聚力量袁号召全体党员向野先
优冶学习袁为集团顺利完成野十三五冶规划目标奠定了基础遥

路遥 最后袁周军同志强调袁面对集团改革发展的新形势袁我

明讲政治落实到党对国有企业的坚持领导袁完成总书记所

伴随着雄壮的叶国际歌曳袁大会拉开了帷幕遥 周军同志

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布置的任务和赋予的使命袁对党绝对忠诚袁严格遵守纪律尧

在会上发表题为叶新时代尧新担当尧新作为袁奋力谱写龙安

义思想袁牢记使命尧不忘初心袁提振精气神袁为实现龙安梦

规定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提升政治觉悟尧政治能力袁强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曳的讲话遥 他首先代表龙安集团党委袁向

而不懈奋斗浴

化责任担当遥 二是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袁认真完成任

6 月 30 日袁水利水电集团庆祝

导袁完成总书记布置的任务和使命上曰二是落实到对党绝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曰三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遥

建党 97 周年野先优冶表彰大会在幸福沟工程项目部隆重举

对忠诚袁与党同心同德上曰三是落实到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尚云龙指出袁 要认真开展作风整顿和风险防控工作袁

步坚定理想信念袁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袁

行遥 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蔡绍忠袁水利水电集团

和政治规矩上曰四是落实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曰五是落

营造安定祥和发展环境遥 两级党委尧纪委必须以高度的思

克己奉公尧廉洁从政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尧

党委书记尧董事长尚云龙作重要讲话遥 集团党委副书记尧纪

实到强化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上遥

想自觉和政治上的坚定警醒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廉政

创造力和战斗力遥

委书记尧监事会主席孙亚光宣读先进集体尧优秀个人表彰

尚云龙在讲话中表示袁要进一步做好企业荣誉表彰工

决定袁集团总工程师韩国祥宣读野岗位尖兵冶技能大赛获奖

作袁凝聚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遥 一是坚持以先进性建设为

风险袁严防腐败案件发生袁营造安定发展环境遥 一是认真排
查廉政风险曰二是加强纪律建设曰三是深化作风整顿遥

员干部要向受表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学习袁 进一

会议还对 2017 年水利水电集团 野岗位尖兵冶
技能大赛获奖单位及个人进行了表彰遥 冲填公司

名单遥 建设集团纪委副书记尧纪检监察室主任董真出席会

主线袁加强企业党的建设曰二是规范企业荣誉表彰体系袁切

尚云龙通报了集团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袁并要求坚持

包揽了试验团体奖尧测量团体奖尧试验单项奖尧测

议遥

实开展好评比选树工作曰三是讲好企业故事袁传播企业声

抓党建促生产袁推动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变革遥 他指出袁

量单项奖四个奖项的一等奖袁其他公司分获二尧三

音袁 激励和鼓舞干部职工在水利集团发展新时期建功立

实现水利集团新时期的高质量发展袁需要我们强化战略引

等奖及优秀奖遥

业遥

领袁加强顶层设计袁创新变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袁有效

蔡绍忠简单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袁 并指出袁
党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袁把讲政治放在一切工
作的首位袁每个党员袁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袁必须旗帜鲜明

结合企业实际袁尚云龙对集团发展和企业党建工作进

的讲政治袁只有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袁才能在新的征程上

行了部署袁要求以野七一冶表彰为契机袁全面推进企业党建

认清政治形势袁经受住复杂斗争考验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

工作遥

命袁砥砺奋进遥 同时从五个方面强调指出了国有企业应该
如何旗帜鲜明讲政治袁一是落实到党对国有企业的坚强领

利用政策袁整合资源要素袁创新商业模式尧盈利模式袁才能
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遥

会议还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袁 老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等仪式遥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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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光在总结讲话中要求袁 一是各权属企业

会议授予水利水电集团二公司党委等 12 个党组织

要以适当形式开展庆祝建党 97 周年系列活动袁 号召广大

尚云龙指出袁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野先进基层党组织冶荣誉称号曰授予一公司纪委野纪检监察

党员尧干部尧职工拼搏进取袁建功立业袁为集团发展不断作

努力做到政治过硬尧本领高强遥 要加强理论武装袁把政治建

工作先进集体冶荣誉称号曰授予徐龙军等 18 名同志野优秀

出新贡献曰二是各权属企业认真组织学习尚云龙同志今天

设摆在首位袁贯彻新发展理念袁提升执政兴企能力遥

共产党员冶荣誉称号曰授予冯丽彬等 6 名同志野优秀党务工

的讲话内容袁要深刻领会主旨要义袁进一步统一思想尧创新

作者冶荣誉称号曰授予任立志同志野纪检监察工作先进工作

工作袁各单位在 7 月 8 日前将学习情况的汇报材料报至集

者冶荣誉称号遥

团党委工作部曰三是抓好企业各项重点工作的落实袁要认

尚云龙强调袁要切实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尧政治核心
作用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尧干部队伍建设尧人才队伍建
设遥 一是要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曰二是以思想政

集团党委号召袁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

治建设为统领袁加强三级班子建设曰三是坚持本土化和五

组织学习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尧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

湖四海相结合袁扎实推动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遥

的各项决定袁切实履行党建责任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真总结上半年工作袁查摆问题袁拿出措施袁狠抓落实袁确保
完成 2018 年任务目标遥
集团领导班子成员袁集团机关中层干部袁党群部门工

尚云龙指出袁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袁推进全面从严治

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袁深入推进学习型尧服务型尧创新

作人员袁权属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尧党群部门工作人员尧分公

党向基层延伸遥 一是进一步明确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袁压

型党组织建设袁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袁努力开

司支部书记代表尧分公司经理代表袁以及受表彰的先进集

实管党治党责任曰二是突出政治功能袁抓好基层党支部建

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遥 集团广大共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优

体代表及优秀个人袁2018 年新发展的共产党员袁 部分中层

设曰三是持续开展野四个一批冶工作袁打造水利党建品牌遥

秀共产党员为榜样袁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干部尧党员代表袁共计 137 人参加了会议遥

尚云龙强调袁要用好平台载体袁深化宣传思想工作和

义思想武装头脑袁牢记党的宗旨袁坚持党性原则袁保持共产

企业文化建设遥 一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曰二是加强和改进

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遥 广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