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19至22日，局
2019 年局管后备干部培训班在北
京开班。全局共有143名局管后备
干部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反思与成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
训，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培训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培训特别邀请了北
京大学管理学博士、领导力与管理
心理学专家王云鹏和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住宅产业和联合专业委
员会理事张何之两位专家分别进
行了《用对方法带好兵之管理技
术》和《新形势下建筑行业发展趋
势分析与企业转型升级策略》专题
授课。此外，课程内容还包含了主
题党课、廉洁教育等内容。

局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石雨
为此次培训作结业讲话。石雨首先

着重剖析了进入“十三五”以来，企
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企业为逐步解决以上问题，
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微调、管理举
措等，激励全体后备干部认清形
势、鼓足干劲、真抓实干。随后，他
明确强调要持续“坚持党管人才，
形成整体合力”“坚持制度规范，强
化干部管理”“坚持创新思路，开创
崭新格局”。石雨还分享了在华为
公司的考察学习感悟，提出要用好
“业绩”“能力”和“品行”三把尺子。
最后，石雨对全局青年干部成长成
才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提高含金
量，勤于学习思考，勇于实践磨练。
二是传播正能量，培养团队意识，
不改廉洁本色。三是永葆上进心，
坚持履职尽责，勇挑时代重担。

（宇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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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西南分公司
中标云南省鲁甸县卯家湾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建设项目二标
段，中标金额17.15亿元，建设规

模36.35万平方米。项目为云南省
2019 年重大民生工程之一，建成
后，将解决4万余名困难群众的
住房问题。 （黄楹铧 田好雨）

本报讯 不忘入党初心，牢
记奋斗使命。为期6天的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
集中学习研讨在局总部圆满完
成。此次集中学习研讨分6月27日
-6 月28日、7月2日-7月5日两个
时间段进行，开展了1次党委理论
中心组学习研讨、3次读书班、3次
主题研讨、4次专家理论授课、1次
参观党性教育基地等活动，力求
实现全方位、全视角、全覆盖，重
点抓好“关键少数”的理论武装，
推动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深入
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定政治站
位，深入结合安全生产、质量管控
及环境管理整治提升工作，找差
距、补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引领
全局开展主题教育学习局领导班
子成员、总部部门副职及以上领
导人员参加此次集中学习研讨。

读原著，学原文。原原本本学
是此次主题教育的基础，学习始
终贯穿始终。此次集中学习研讨
共安排三次读书班专题辅导，特
邀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郇雷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原副院长韩冬雪教授、中央
党校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刘春教授
分别围绕《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选编》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及习总书记最
新讲话进行辅导串讲，引导大家
静下心来，深刻理解主题教育的
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根本要求。
读书班上，党员干部分5个小组，
结合学习内容、工作实际及企业
发展积极向授课老师提问，进行
良好互动，进一步加深对原著原
文的认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理
解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悟原理，促实践。理论学习有
收获，就是要掌握习近平新思想

的精髓和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运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企业
发展实践的能力。此次学习研讨
共进行四次专家理论授课，特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
向明教授、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
总编辑室主任何忠国教授、中央
党校文史部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
王学斌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
士丁茂战教授分别就《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十九大精神解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自
信》《宏观经济形势及主要任务》
进行专题授课，分别对新思想、党
的十九大精神、文化自信、经济形
势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全面引
导大家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原
有学习基础上取得新进步、达到
新高度，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
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的理解，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

寻初心，讲传承。6月27日，局
领导班子成员、总部部门副职及
以上人员赴门头沟区田庄村，参
观崔显芳烈士纪念馆及京西山区
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在崔显
芳烈士故居，大家实地感受了老
一辈中国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岁

月；在聆听崔显芳烈士为党的事
业奋斗终生的感人事迹后，大家
深受教育，切实感受到了我党艰
难曲折但坚定执着的革命奋斗历
程，深刻理解了在建国70周年之
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广大党员也
纷纷表示，要牢记我党这段艰难
而又辉煌的革命历程，牢记初心
和使命，在本职工作中传承发扬
艰苦奋斗、无惧挑战的拼搏精神。

讲党课，勇担当。7月3日，局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建光带头讲
党课。中建集团第三指导组组长
石治平，组员魏长敏同志到会指
导。陈建光书记紧扣我局当前开
展的安全生产、质量管控及环境
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学习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
创我局‘双高’发展新局面。”为主
题，结合自身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情况为参加集中学习研讨的党员
上了一堂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他首先围绕四个方面谈了自
己的体会。一是以高度的思想自
觉坚守初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二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勇担
使命，努力开创我局“双高”发展
新局面；三是以高度的行动自觉
查找差距，推动主题教育攻坚克
难有成果；四是以高度的使命责
任狠抓落实，全面推进我局“安全
生产、质量管控、环境管理整治提
升”见成效。随后，中建集团指导
组抽取10名党员同志开展专题座
谈，大家围绕陈建光书记的专题
党课谈体会，并结合学习成果及
各自工作交流心得，检视问题。

重研讨，明方向。在原原本本
学中对标对表，在紧密联系实际
中认清差距、补足短板。局党委充
分利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示
范引领作用，开展局第四次党委
理论中心组学习研讨。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以“坚定信仰守
初心，干事创业担使命，整治提升
促发展。”为主题，结合学习成果，
交流心得体会，进行研讨发言。陈
建光同志在研讨发言中强调，一
是要深学细悟，把初心和使命转
化为政治信仰的忠心与恒心；二
是要细照笃行，把初心和使命转
化为搞好整治提升的信心与决
心；三是持续改进，把初心和使命
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与合力。

同时，局领导班子成员、总部
部门副职及以上领导人员结合学
习成果，各自开展三个针对企业
发展实际的主题研讨发言。其中，
局领导班子成员围绕“牢记初心
使命，践行‘六个力量’，为创建世
界一流示范企业贡献二局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聚力‘一转两
跨’，如何加快推进我局成为投资
建造运营一体化总承包服务商”“
落实中央和集团战略部署，体现
央企担当作为（安全生产、精准扶
贫、军民融合、‘一带一路’建设
等），确保局‘整治提升’工作取得
实效”三个主题进行研讨发言。大
家纷纷结合近期所学及工作实
际，对主题进行扩展阐述，并进行
充分深入的讨论。

总部部门副职及以上领导人
员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总要求，谈认识、找不
足、明方向”“局‘安全生产、质量
管控、环境整治提升’，谈如何提
高总部管理水平”“如何通过思想
引领和制度保障，聚焦创建世界
一流示范企业和局一转两跨目
标，培养本系统忠诚、干净、担当
的人才队伍”三个主题进行研讨
发言。研讨中，大家紧扣企业发展
实际，结合理论学习成果，为企业
贡献智慧，破解难题，向研讨要方
案，共形成了100余份具有较强指
导性、操作性的研讨交流材料，增
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
现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效果。

永不停歇再向前，勇敢前行
再超越。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仍在继续，全体党员
领导干部表示，要将理论学习成
果运用于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把
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企
业摆进去，不断推进主题教育走
向深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确保
全局主题教育扎扎实实开展，为
局“双高”发展贡献智慧，积蓄动
能。 （韩凯亚）

北京分公司参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竣工

本报讯 近日，东北分公
司中标新疆石河子万达广场
城市综合体二期项目，合同额
约7.4亿元。据悉，该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

（丁宇晨）

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集中学习研讨圆满完成

东北分公司中标 7.4 亿元新疆石河子
万达广场城市综合体二期项目

西南分公司中标云南鲁甸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项目

本报讯 近日，四公司
中标济南保利项目（济南西
客站片区科技馆南侧地块项
目），项目合同额约5.2亿元。
该项目位于济南市槐荫区，
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

（袁士卿 贾桂峰）

四公司中标 5.2 亿元济南保利项目

局举办 2019年局管后备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 6月30日，北京分公
司参与建设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项目竣工。该公司主要承接四项
工程，累积合同额23.55亿元。实
现两个建设“大满贯”：一是囊括
了目前进驻新机场范围内投资开
发的全部业主；二是业务形态包
含市政、基础设施、房建等，建筑
面积累计约62.39万平方米。

市政交通-道桥和管网工程
包括主进场路高架桥、停车场等。

主进场路高架桥全长 4600米，是
机场离港层进出场必经之路，该
公司承建2132米；地下综合管廊
将为机场航站楼输送水、电、热
力、通信等“养分”。南航基地项目
第五标段综合业务用房和机组过
夜用房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6万
平方米；此外，还承建了大兴机场
首期用地人才公租房工程、东航
基地项目一阶段第Ⅱ标段工程。

（陈雅君 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