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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撸袖加油干？

本报讯 2月 21至 22日，安徽公
司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五届
一次职代会暨 2017年度工作会胜利召
开。来自安徽公司各单位的 87名职工
代表和 49名列席人员参加了会议。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江如辉在参加
了 21日上午的安徽公司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后，因时间冲突未能出席“三
会”，他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并通过领导
班子成员转达了对安徽公司的五点希
望：一是强化经营开发，扩大企业规模。
要做好核心市场和属地化经营，要与集
团公司各区域指挥部做好配合，扩展经

营地域，稳步推进海外经营。二是要重
振营业线施工能力。营业线施工是集团
公司的看家本领，安徽公司所覆盖的施
工领域中营业线施工比重较高，要通过
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加强营业线施工团
队建设、提升营业线工装水平等措施提
高营业线施工能力。三是要增强项目创
效能力。要想方设法破解产高利低的问
题，不断提高项目创效水平。四是要不
断加强职工福祉建设。要及时解决关系
职工生活的实际问题，让企业发展成果
真正惠及职工。五是要坚定不移地抓好
党建和廉洁从业工作。要以“两个责任”

为抓手，充分发扬民主，增强员工凝聚
力和战斗力，打造和谐企业。

会议回顾了 2016 年安徽公司主
要工作成绩，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
2017年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安
徽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阚宏明作了题
为《精细管理 强化执行提质增效 努力
实现公司优质稳健发展》的行政工作报
告，党委书记房明州作了题为《奋力拼
搏再出发看清形势加油干以党建工作
新成效助力公司新发展》的重要讲话，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侯卫超以《加强
过程监督彰显履职担当为推进公司稳
健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为题报告了
纪委工作。

（安徽公司）

本报讯 2月 20日下午至 21日，
浙江公司在机关六楼会场召开党委
（扩大）会议暨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
作会议、四届三次职代会暨 2017年工
作会议，总结回顾 2016年各项工作，
全面部署 2017年重点工作。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李金亭出席会议。

浙江公司党委书记陈明作了题为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把国企党建
独特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强大动力》
的报告，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朱峰作
了《聚焦主责主业，强化作风建设，为
确保公司平稳健康发展提供纪律保
证》的报告，执行董事、总经理钱建忠
作了题为《夯实基础强管理，精耕细作
提效益，全面开创公司和谐健康发展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陈明作了题为
《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坚决打赢公司
改革发展攻坚战》的讲话，总会计师、
总法律顾问金尔润作了公司 2016 年
财务收支及经济运行情况报告。

李金亭充分肯定了浙江公司在过
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并对浙江公司
2017年的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
是努力开拓市场，切实提升经营承揽
能力。要完善经营布局，全力抓好区域
经营、属地经营和城市经营。要突出经
营重点，实现路内路外市场同步发展，
进一步强化经营责任担当，打赢攻坚
战。二是强化在建管理，确保项目安全
平稳优质。要不遗余力地抓好项目管
理，做好新上项目前期策划，落实生产
要素配置。要狠抓安全质量，突出隐
患排查治理，确保项目安全受控。三是
加快人才培养，有力提升企业发展后
劲。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注重施工一
线管理和技术人才培养，把大学生的
培养放在决定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位
置。要注重现有人才的素质提升，确
保公司各专业、各类别人才状况得到持续改善，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四是围绕党建重心，着力
构建和谐发展氛围。要不断适应改革发展新常
态，切实转变三大作风。要大力弘扬企业核心价
值观，使企业文化成为规范员工行为、鼓舞员工
士气、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李金亭希望浙
江公司在新的一年里有抓铁有痕、披荆斩棘的
决心，认清形势，明确目标，理清思路，找准方
向，消除畏难情绪，坚定发展信心，撸起袖子加
油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确立的目标。

（浙江公司付正）

本报讯 2 月 14 日至 15 日
上午，南昌公司在机关五楼礼堂
召开三届二次职代会暨 2017 年
工作会、政治工作会。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林志勇出席会议并讲
话。

南昌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李开明作行政工作报告，党委书
记吴明华作讲话，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陈富兵作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倡廉工作报告，总会计师黄
禄保作 2016年度财务收支及经
济运行情况报告。

林志勇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南昌公司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
绩，要求南昌公司在新的一年以
问题为导向，以梦想为导航，把挺
进中国铁建工程公司 20强作为
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理想，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挖掘一切

可以挖掘的潜力，迎难而上，奋力
拼搏。

林志勇对南昌公司 2017 年
的工作提出了五方面的要求：一
是举全员之力推进经营承揽。要
坚持属地经营，把巩固既有市场
和拓展新市场相提并举，提高经
营质量，从源头上规避经营风险。
二是以在建项目为抓手，全面提
升专项施工能力。要做好项目前
期工程策划，高度重视重难点项
目安全质量，加强标准化管理，强
化自主创新。三是以项目效益最
大化为目标，深化责任成本管理。
着力优化施工方案，加大成本控
制力度，落实“三重一大”、“三项
招标”制度，挤掉管理水分，堵塞

管理漏洞，抓好二三次经营。四是
以德才兼备为目标，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通过外部引进、自主培养
等途径，建设一支过硬的项目经
理、项目总工、项目总经队伍和专
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同
时，加强对近年入职和应届毕业
新入职大学生的培养，加强教育
培训。五是以构建和谐企业为目
标，加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以迎
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契机，围绕
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精心设计党
建主题活动，全面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大力
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构建和谐发展氛围。

（南昌公司 谠躬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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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26日至 28日，福建
公司党委（扩大）会议暨党风建设和反
腐倡廉工作会议、十二届五次职工代表
大会暨 2017年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

26日上午，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王立新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王立新从经营开发、施工生产、经
济运行和企业综合实力等四方面充分
肯定了福建公司 2016年取得的成绩，
指出了福建公司在经营规模、项目管
控、人才管理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对
下一步工作，王立新分析了福建公司
具有的发展优势和有利条件，提出了
“福建公司要成为二十四局标杆企业，
率先挺进中国铁建工程公司二十强”
的希望，并要求：一是以市场开发为龙
头，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要加强
属地市场开发，以福州、厦门、泉州为
中心，紧紧抓住当前福建发展的大好
机遇，做深、做透、做熟属地市场；优化
企业经营结构，尽快补齐短板，努力提
升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承揽份额；巩
固延伸铁路市场，盯紧盯牢南昌铁路
局、驻闽铁路公司的重点项目，同时要
着手布局铁路、专用线、地铁等维管、
运营业务；积极拓展省外市场，寻找目
标市场，拓宽经营地域。二是以提高专
项施工能力为抓手，进一步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要着力打造专项施工能

力，珍惜、维护、造就好福建公司隧道
施工品牌，树立“一专多优”、“人有我
优”的竞争意识，加快打造属于福建公
司的优势专业品牌；要大力提升在建
项目管控能力，全面落实“六位一体”
要求，尤其是要把安全质量管控作为
重中之重，进一步整合资源、挖掘潜
力、释放效能；要高度重视科技攻关，
切实抓好施组方案的优化，大力推进
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强 BIM 技术与铁
路站场改造施工相结合的研究与应
用；要重视“两支队伍”建设，着力打造
高素质、高层次的职工队伍，着力构建
与劳务队伍新型“亲、清”的长期合作
关系。三是以精益化管理为中心，进一
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要深入抓好三
次经营创效，严把任务承揽关，加大变
更索赔力度，深入推进责任成本管理，
切实通过“三次经营”实现降本增效；
要强化财务管控，加大监督管控力度，
持续开展清收清欠工作，千方百计增
加现金流，改善公司财务状况；要提升
项目盈利能力，建立以预算管理体系
为统领的项目管理体系，编制科学准
确合理的预算并严格执行、动态管理，
不断提高创效能力；要充分发挥审计
监察作用，切实增强合规管理意识，加
强效能监察工作，堵塞管理漏洞，防止
效益流失。四是以和谐企业建设为宗

旨，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要加强
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营造风清
气正的发展环境；要切实关注民生，落
实好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
要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引领作用，继
承发扬“闽商精神”，大力培育富有福
建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要全力确保
企业稳定大局，切实履行好央企的社
会责任，保持企业和谐稳定。

会上，福建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
记黄玉仁指出，2017年，福建公司要从
以下六个方面努力做好工作：一要强化
政治引领，推进执企能力升级；二要强
化“党管干部”，推进队伍素质升级；三
要强化组织建设，推进党建水平升级；
四要强化宣传引导，推进企业文化升
级；五要强化“两个责任”，推进肌体健
康升级；六要强化和谐聚力，推进幸福
指数升级。

总经理郑军锋提出 2017年福建公
司六项重点工作：一是强化市场经营，
注重承揽质量，发挥龙头作用；二是深
化改革创新，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发展
活力；三是强化基础管理，优化资源配
置，夯实企业根基；四是抓好施工在建，
强化过程控制，提升管理水平；五是加
强财经管控，提高风险防范，推进提质
增效；六是坚持统筹兼顾，促进全面建
设，维护和谐稳定。（福建公司 黄晓梅）

福建公司：凝心聚力谋突破 勇于担当创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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