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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中心组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

拥抱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续写新篇章
11 月 12 日上午袁公司党委

信尧 制度自 信尧

理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召开了

文化自信袁为 真

中建东北院中心组十九大精神

正实现东北院

专题学习研讨会遥 学习研讨会

野一年脱困尧两

由党委书记崔景山主持遥 全体

年上台阶尧三 年

党委委员尧 院班子成员及部分

大变样尧四年 重

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学习遥

回先进行列 冶的

党委中心组渊扩大冤 成员

规划目标袁实 现

通过会前自学研读袁会上集中

东北院人的复

学习研讨了 叶 中国共产党章

兴之梦尧实现 东

程曳渊2017 年 10 月冤叶习近平在

北院人对美好

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

生活的向往继

表大会上的报告曳袁 学习了 习

续奋斗袁具有 重

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共中

大现实意义和

央政治局第一 次集体学习时

深远历史意义遥

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习近平

新时代w划发展尧 x动发展指

的辅导讲话袁进一步提高了对

崔景山指出袁 习近平总书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y了正z方向袁 对决胜全面建

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

记的报 告 袁210 分 钟 袁3 万 2 千

想袁 是Z[思主义中国化\新

成小康社会尧 全面建{社会主

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

多个字袁全程站立无休息袁在这

成]袁是党和人W实践^_和

义现代化强国袁 具有十分重大

3 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袁习总书记

集体`a的结b袁是中国特色

的意义遥 第五，深刻领会我国

党委书记崔景山在会上强

为我们指出了哪些重要内容钥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

调袁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结合个人学习体会袁 我认为应

部分袁是全党全国人W为实现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 我国

代表大会袁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该把握好以下九个方面院

和实践问题的认识遥

中VWX伟大复兴c奋斗的行

社会主要|}~^•化为人W

社会决胜阶段尧 中国特色社会

第一，深刻领会党的十九

动指d袁efg期坚持h不i

日益增g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

大的主题。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

发展遥 第三，深刻学习领会过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遥 认

命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 } 遥 我 国 社 会 主 要 | } 的 变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大旗帜袁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十j大以k的l年k成m是全

化袁 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

神袁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领思

会袁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方n的尧开op的袁l年k的

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vi遥 第

想和行动袁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主义伟大胜Ԣ袁 为实现中VW

变q是深r次的尧 stp的遥

六，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

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

X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Y奋

第四，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第七，深

围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斗遥 第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论

刻领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大旗帜袁坚定道路自信尧理论自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断。这个重大的u学vi袁为

标和向第二个百(下•第 4 版)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第二版

总第 408 期

CNADRI

第三版

NEWS

总第 408 期

李海总经理深入基层调研
推动落实年中工作会部署
我院总 部搬迁完成 之后 袁

北院总部为^营平台袁 发挥东

入袁千万不要等袁不要怕损失遥

纪律约束遥 市场管控要严格袁要

距机构整合与年中工作会~过

北院整体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企

市场部要及时总结合作^_袁

严格备案袁审查报价管理袁不备

去两个月袁 各{计院落实年中

业机制袁 c不是个体户式的游

进行扩大x广袁复合竞争遥 要学

案决不允许做下去遥 市场管控

工作部署情况参差不齐袁 机构

击队袁 各自为战袁 打一枪换一

会Ԣ用全院的资源袁 希望充分

的关键是信息备案制度遥 支持

整合工作 个别院融合不好袁一

个地方袁 不是这样的架 构袁这

Ԣ用院内优势资源遥 各二级院

突破区域^营袁 但ef有报案

个院一个方法袁有的抓阄袁有的

样伤害东北院遥 我们整合的怎

一把手袁 是实现^营目标的主

管控遥 景观规划尧医院袁各院都

原团队不变袁仍壁垒森严袁没有

样?保持原k队伍的架构袁原k

要负责人袁 不是把目标分解到

可以做袁但要统一协作备案袁不

融合为一体袁 有的两个主要领

怎么样还怎样袁 这是什么整

各班子成员m完了遥 要对全院

能各自为战袁 要站在全院角度

导甚至在 搬家前没见过面袁有

合钥 整合的目的如何实 现袁这

的应收款进行一次 完整的清

考虑t团队的建{遥 管控市场袁

e要重新 进行一次梳理融合遥

样的现状怎么有战斗力钥 这么

理袁 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工

m是有管理地进入市场遥 管控

院班子决 定进行一次调研袁督

多干部袁 这么多小团队袁 怎么

作袁 落实到每一个院袁 每个部

不是禁入袁^营项目没有问题袁

察落实年中工作会精神遥 10 月

做好工作钥 这样的融合是不对

门袁每个人袁落实到每个责任人

哪里有项目大家都可以去遥 市

18 日要11 月 10 日袁 李海总^

的遥 为东北院的大局袁 为了二

身上遥 希望大家树立现金流观

场是开放的袁 但要有秩序地开

理带领由办公室尧人力资源部尧

级院的大局袁 你们要放弃自己

念袁把效益落实到现金流上k遥

放曰市场要有管理袁ef是制度

市场部尧 党委工作部主要负责

的小团队袁小Ԣ益遥

坐吃山空不行遥 要举全院之力袁

化管理遥 宁可损失项目袁也要建
立秩序遥

人组成的调研组袁 相继前往六

李总说袁 融合不好是班子

把资金集中起k袁 各院各地分

个号码院尧 北京院和重庆院进

的问题袁 这个月各二级院班子

公司要有心理准备遥 决不能无

关于党建工作袁李总强调袁

行了调研袁 对各单n整合落实

ef要完成融合袁 原k的团队

偿使用别人的现金袁 一天也不

国企是党的企业袁 担当着党和

行袁不能白用遥

国家的责任遥 党工团组织发挥

情况袁^营情况袁合约尧应收款

要打乱遥 融合袁 首先是班子的

情况袁 人力资源配置情况进行

团结袁 这是第一大事袁 董事g

李总强调袁还有两个月袁大

作用是国企特色和优势袁 对中

了深入了解袁 h对总院市场准

是第一责任人遥 整合不 好袁不

家要再加把力袁争取完成任务遥

心工作的支持遥 各院要尽快建

入制度尧 职级薪酬体系和党工

团结袁 大家都有责任遥 这样的

要有大局意识袁花大力气袁加快

立健全党工团基r组织袁 充分

团建{的要求进行了宣贯遥

历史节点袁 我们该怎么做钥 首

签约速度袁加强清欠遥 过度期大

发挥基r党组织的作用遥 我们

在调研过程中袁 针对个别

先要想东北院大局袁 再想个人

家都很难袁工作目标不能放弃遥

有的{计院班子党员太少袁所

院机构整合融合中存在的问

愿望遥 这点担当都没有袁 m不

各单n目标不能改袁 这是东北

以工作没有搞好袁 要尽快改变

题袁 李海总^理语重心g地强

配做干部遥 原单n的领 导袁要

院总目标的一部分袁 不能打折

这种状况袁 我们国有企业的领

调袁 机构整合是东北院历史上

约束自己袁 有大局意识袁 增强

扣遥 要努力袁不能放弃袁精神不

导干部袁都是党的干部袁这点担

\大的调整袁 东北院历史上的

新团队意识遥 我们每个人都肩

能倒遥 这是起码的责任和要求遥

当都没有袁怎么做好工作钥 总公

大事遥 院班子决定进行整合袁是

负着东北院的责任袁 做每件事

合同有可能完成袁 但有不z定

司上个月对总^理进行培训袁

一个巨大的决心袁 冒着巨大的

都要看是否有Ԣ于{计院的发

因素遥 三是•变观念袁 面向市

主要是落实一岗双责遥 各院班

风险遥 新班子成立一个月袁开始

展遥 班子想团结袁想融合袁m一

场遥 班子成员要从管理者变成

子成员也要 尽快落实一岗两

整合曰三个月袁进行搬迁曰老楼

定能做到遥 班子团结袁 团队融

^营者袁^营生产体系化袁制度

责袁 把中心工作的责任和党建

开始加固袁 新办公楼建{持续

合袁是大局遥 市场困难袁更要团

化遥 要强化全员营销袁员工也要

工作的责任担在肩上遥

x进遥 整合尧搬迁尧建{袁环环相

结起k袁发挥团队作用遥

•变思想袁 每个员工都要有市

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扣袁三大任务袁对院班子是一个

在营销方面袁 各院的营销

场意识袁对接意识袁做好服务也

容袁m是领导班子建{遥 要加强

巨大的压力袁 东北院班子勇于

状况袁总体上较差袁与签订的任

是营销袁形象也是营销袁技术能

领导班子的政治建{尧 思想建

担当袁 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和责

务书差距很大袁 影响全院任务

力都是营销的一部分遥 班子要

{尧组织建{尧制度建{遥 要发

任遥 整合是大局袁关系到东北院

的完成遥 李总在调研中表示袁目

引领方向袁为营销安上翅膀袁嫁

挥班子的火车头作用遥 在机构

的g治久安袁可持续发展袁不容

前^营情况十分困难袁 全院营

接能力遥

整合过程中袁 班子的团结是\

任何人破坏袁ef坚决执行袁不

销都还在深谷遥 各院要加大中

关于区域^营和专业化^

大的政治遥 班子团结不是一天

容动摇遥

建集团内部联合联动袁 主动出

营袁李总指出袁市场对东北院感

两天袁是g期的袁永恒的袁一直

怎么融合钥李总强调袁要从

击遥 目前初步显现好的迹象袁各

觉m是乱袁没有制度袁没有执行

要重视袁要关注遥 不能只在表面

东北院发展的大局k融合遥 整

院要高度重视与中建内部兄弟

力遥 一定要有全院^营一盘棋

上袁是内心的团结袁真心的心灵

合的初衷袁 m是要建立起以东

单n的协作遥 先行合作要有投

的思路袁 任何一个行为都要有

碰撞遥 班子每个成员袁决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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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有不同的言论遥 表达要

告提出的 野尽力c为袁 量力c

调研时强调袁各院所有项目都

符合大局袁 不能以个人愿望代

行袁人人尽责袁人人享有冶的原

要至市场部备案 袁获得授权才

在调研中袁 李海总^理一

建{要尽快到n遥

替班子团结遥 涉及团队发展袁团

则遥 我们既要尽力c为袁又要量

能投标遥 原则是鼓励守信守规

再强调袁 各{计院一定要统一

队建{袁说话要有约束遥 班子分

力c行袁 不能做超出我们实际

的人袁遏制违规的人遥 王海涛

思想袁坚决落实班子决策袁要按

工不是全部袁 班子工作是整体

能力的尧不切实际的承诺遥 同时

要求各院要{专人对接应收

时按要完成东北院年中工作会

的袁每个成员都有责任遥

也真的需要人人尽责遥 企业要

账款袁首先以合同为线索核对

议的工作部署遥 李总表示袁新班

落实清单遥

子组建 3 个月袁 完成了机构的

调研过程中袁 公司助理总

有自己的职责袁 o造更多的效

^理尧 人力资源部总^理王延

益袁 k满足企业员工的生活需

党委工作部总^理邹庆堂

整合与搬迁袁 落实了东北院历

宏袁 对我院职级体系的{置和

要曰 每一个员工也都有自己的

提出袁 各院领导班子要加快班

史上这次空前的决策袁 显示了

薪酬及绩效考核机制的建{做

职责要履行遥 一个企业只有人

子制度建{袁 尽快建立班子会

东北院班子的空前团结遥 我们

了宣贯遥 王延宏指出袁这次职级

人尽责袁 才有足够的成]k共

议事制度袁落实野三重一大冶决

拥有一 个有战斗力的班子袁一

{置与薪酬绩效考核体系的原

同分享遥

策制度袁健全会议记录尧纪要和

定会再o东北院的辉煌遥

则袁 m是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

(上接第 1 版) 年 奋斗目标 进

市场部总^理王海涛在

的重大部署。

档案制度遥 基r党工团组织的

渊东宣冤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政

训曰 四是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

军。第八，深刻学习领会关于

会上袁与会成员围绕野十九

治宣言尧行动纲领袁对x动东北

的学风袁切实提高解决问题尧x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

大报告冶袁联系工作实际袁hm

院实现新的振兴发展具有极为

动发展的能力曰 l是做好交流

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互动和广泛宣传遥 迈进新时代袁

工作的重大部署。报告对新时

学习新党章和十九大报告的体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战略

会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遥 大家一

崔景山在总结学习时指

扬帆新航程遥 中建东北院的事

部署袁 涵盖了治党治 国治军尧

致表示袁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屋

出袁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业生机勃发尧任重道远遥 让我们

内政外交国防的各个 方面袁既

建瓴尧统揽全局尧气势磅礴尧鼓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有宏伟的目标袁 又有切实的措

舞人心尧催人奋进袁通篇闪耀着

首要政治任务遥 首先袁各级党组

帜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施袁 为我国全面建{社会主义

Z[思主义的光辉袁 体现了全

织袁党员领导干部袁特别是公司

十九大精神上k袁 把`a和力

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提供了u

党意志和全国人W的共同愿望,

党委和二级单n党工委袁 要率

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九大z定

学指导袁 e将引领全党全军全

是我们党新时代团结带领全国

先德垂范袁 带头自觉学习贯彻

的目标任务上k袁不忘初心尧牢

国各X人W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各X人W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十九大精神曰 二是要坚持个人

记使命袁锐意进取尧埋头苦干袁

主义道路奋勇前进遥 第九，深

义道路继续前进尧 决胜全面建

自学和集中讨论相结合曰 三是

为实现东北院人对美好生活的

刻领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成小康社会尧 开启全面建{社

要组织好对全院干部的集中培

向往c继续奋斗浴

(上接第 2 版)三是感谢遥 k院三

术遥 中建七个{计院我们排在

如何提升东北院原o能力袁把

制度遥 希望你们成为东北院制

个月袁 大家对我寄予如此高的

\后h不可怕袁 \怕的是失去

方案说清楚袁解释y白袁让别人

度改q的宣传者尧 践行者袁使

期望袁真情的挽留袁是对我的信

信心遥 通过座谈袁也看到了你们

一听m喜欢上你的方案袁 说方

东北院的改 q举措袁 通过党

任遥 不敢说能力有多大袁水平有

视野的局限p袁 希望你们站得

案与做方案一样重要袁 要强于

团袁 落实到各院所袁 把所有^

多高袁 但我会尽心尽力为东北

更高袁看得更远袁技术更专 袁把

别人袁优于别人遥 如不能持续学

络都打通遥 我相信袁 有大家这

院工作袁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

先进^_学回k袁 用到现实工

习袁 m不能提升自己遥 大家对

样的劲头袁 一定会把东北院搞

中去遥 让大多数人理解袁让东北

作中袁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制度袁

EPC袁工程总承包袁也要学习袁需

好遥 大家要求真得不高袁 养家

院人不这样落泊遥 这不是简单

别人有好的拿k用m是了 袁是

要新的知识丰富你们自己遥 当

的问题让我心里一颤遥 新班子

的口号问题袁是信念问题遥 你们

正z的路m走下去遥 东北院目

然还有忠诚袁引领袁做人袁融合袁

有责任尽心竭力把东北院建成

让我非常感动遥

前业务比较单一袁 m是画建筑

担当袁负责袁都需要学习遥

大家希望的那样遥

\后袁崔董事g说袁难得和

施工图遥 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袁

第三是融合遥 通过这个机

此次座谈内容 涉猎 之广袁

大家见面袁提几个想法袁与大家

做别人没做过的袁 这m需要o

会袁大家互相了 解遥 你们年轻

畅谈时间持续之g袁 交流之热

共勉遥

新遥 这类o新袁要靠大家遥 解决

员工是东北院的栋梁袁你们让

烈袁 让在座的青年同志深深的

东北院未k的问题袁 还靠你们

我深深地了解了东北院基r员

感受到此次东北院改q的决心

大家遥

工袁了解了制度 宣贯的落实问

之大袁 使在座青年同志对东北

第一个是o新遥 沉湎于当
年的 13.2袁固守在 65 年前老办
公楼袁一成不变的老制度袁老^

第二是学习遥 专业知识袁社

题袁没到基r袁没达到效]遥 头

院的未k充满了信心与希望遥

营方式袁是不行的袁解决不了东

会知识袁社会u学尧自然u 学袁

痛医头脚痛医脚袁 是不行的遥

相信东北院在新一届领导班子

北院发展的问题遥 目前我们制

哲学袁都对我们各专业有好处袁

下一步要采取清单式整改袁清

带领下袁一定会蓬勃发展袁再o

度o新还不够袁技术o新也是遥

能提升你解决问题的能力遥 没

单式清理袁围 绕东北院发展方

辉煌浴

首先要学习先进的管理和技

有丰富的知识袁谈不上专业化遥

向袁改q东北院 的体制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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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号码院召开全院职工大会
贯彻落实年中工作会工作部署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袁

要学会多样化的营销方式袁还

指出了东北振兴发展的优势遥

题遥 另外袁 一定要提高工作效

中建东北院第一至第六{计院

要真正地野走出去冶遥 东北院能

他认为袁 东北院有着 13.2 的辉

率遥 在东北院现在这样特殊的

相继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袁 总结

否真正实现发展袁 技术核心能

煌历史和 65 年的文化沉淀尧传

时刻袁我们要三步h作两步走袁

前两个月k的工作袁 贯彻落实

力建{是\st保障袁完整的尧

承袁综合实力还在袁只要我们取

要彻头彻尾的改变我们的工作

总院年中工作会议各项工作部

系统的服务能力也是我们的核

g补短袁化压力为动力袁东北院

状态遥

署遥 总^理尧党委副书记李海参

心竞争力遥 人才培养一直是东

的未k是光y的遥

加了各院职工大会遥

北院多年k的短板和不足遥 人

崔董事g指出袁 目前我们

k的重点工作是生产^营袁这

崔董事g强调袁 我院接下

各号码院主要负责人分别

才建{袁尤其青年人才培养袁是

\大的问题是市场意识淡薄遥

一工作需要在班子尧党尧团尧工

在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遥 公司

东北院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袁一

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袁 m是市

会几个组织的聚力下袁 形成合

助理总^理尧 人力资源部总^

定要认认真真尧 扎扎实实地做

场问题遥 我们这样的竞争p企

理的尧共同奋斗的目标遥 东北院

理王延宏m东北院即将执行的

到n遥 这次建立薪酬考核体系

业袁没有市场意识m没有合同袁

现在还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遥

职级尧 薪酬和绩效考核等管理

的整体思路袁是按需{岗袁按岗

没有订单袁 m谈不上东北院的

但是请大家放心袁 为了这次改

制度进行了解读遥

定责袁聘任上岗袁易岗易薪袁能

未k遥 我们个别主要领导袁一提

q袁班子下了巨大的决心曰为了

总^理尧 党委副书记李海

上能下遥 党建工作是国企的特

市场m是蒙的袁m是晕的袁m是

这次改q袁 班子也做了足够的

结合我院近期工作情况和未k

色袁 习近平总书记~^把国企

恐惧的遥 一头雾水浴 st没有发

思想上尧 组织上尧 ^济上的准

发展在各院大会上作报告遥 李

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挥出我们全员的能量袁 没能学

备袁 一定会带领全体员工走向

海总^理强调袁 机构整合打破

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袁 加强党建

会资源的合理Ԣ用袁 发挥我们

东北院的新局面遥

了旧格局袁建立起新格局袁各号

工作是我们的责任遥

体系营销尧制度营销尧整合营销

公司领导魏立志尧姜凯尧张

码院班子要对团队融合要给予

公司董事g尧 党委书记崔

的优势袁st达不到这个r次遥

平分别出席了大会遥 院办公室尧

高度重视遥 面对k自市场的压

景山参加了四院全体大会袁h

强力的开拓市场袁 是解决东北

党委工作部尧人力资源部尧市场

力袁企业要•变观念遥 一方面要

发表了重要讲话遥 他在讲话中

院发展的唯一出路遥 解决不了

部的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遥

树立全员营销意识袁 另一方面

分析了东北地区的^济形势袁

这个问题袁 m解决不了发展问

我
院
加
强
应
收
账
款
清
欠
工
作

渊韩冰冤

为 了贯 彻中建 股份 三 季度 运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袁

的清欠目标袁 h将产值尧 应收款清

营分析会精神袁按照中建股份野两

各号码院尧区域院尧子公司 以 9 月

欠尧^营绩效尧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

金冶压控三年行动方案要求袁s据

30 日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为 基 础 清 欠

纳入各号码院尧区域院尧子公司负责

院总部第六次董 常会扩 大会 会议

30%以上遥 同时袁严格控制应收账

人考核责任体系遥

要求袁总院决定开展应收账款催收

款增g袁原则上要求新增应收账款

清欠工作的要求：

清欠工作遥

为零遥

1尧各部门尧各单n领导要高度

为x进催收清欠工作袁落实清欠

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袁原则上

重视袁落实清欠责任袁责任到人遥 任

责任袁公司决定成立清欠领导小组遥

要将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至少缩减

何部门尧 任何单n及个人不得以任

50% 袁 1 -2 年 的清 欠 不 低 于 30% 曰

何理由x脱责任遥

组长：崔景山
组员：李
姜

海、魏立志、张

平、 2 年以上的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

2尧 总院建立周清欠例会制度袁

全部清理袁应收账款占资产总额不

每周通报清欠情况袁 对清欠效]显

李绍海、李师同
凯、
公司{立清欠工作小组袁 工作

超过 35%曰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袁

著的措施进行表彰x广袁 对清欠不

小组{在财务资金部遥 由财务资金

应收 账款 占 资产 总 额 控 制 在 30%

力的单n进行通报批评遥

部负责~开发票的应收账款核实袁

以下遥

3尧 结合人力资源部绩效考核袁

市场部和合约部核实各项目合同尧

清欠工作的方式：

对未能完成清欠任务的责任人扣减

项目进度尧结算状况袁配合各单n一

催收清欠工作实行各号码院尧

年薪袁责任单n适当压缩奖金遥

把手落实清欠责任遥 清欠工作实行

区域院尧子公司一把手负责制遥原则

4尧t次清欠时间紧尧要求高袁各

周例会制袁 清欠工作小组每周向清

上要求野谁接项目袁谁负责冶袁力求精

单n要认真落实清欠责任袁 清欠情

欠领导小组汇报清欠情况遥

准清欠遥 由清欠工作小组与各单n

况每周四向清欠工作小组汇报遥

清欠工作的目标：

签定清欠责任状袁 yz今年和y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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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启动
绿所参与的
“十三五”
11 月 2 日袁 我院绿色建筑

项目实施中的各项风险提出了

启 动会 由中 国 21 世 纪议

师毛志兵袁 中建股份u技部总

{计所参与的野十三l冶国家重

应对措施曰 项目建立了操作p

程管理中心主办袁 中国建筑发

^理蒋立红袁 北京建筑大学校

点研发计划 野建筑垃圾资源化

强的实施管理机制袁符合叶国家

展有限公司承办遥 住建部建筑

g张爱林袁 中建发展党工委书

全产业链高效Ԣ用关键技术研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

节能与u技司副司g倪江波袁

记尧董事g张爱W袁以及绿色建

究与应用冶 项目启动会暨实施

法曳的要求袁可保障项目的顺Ԣ

中国 21 世纪议程 管理中 心社

筑专项总体专家尧项目顾问尧项

方案论证会在京举行遥 t课题

实施袁 一致同意项目与课题实

会事业与区域发展处处g张巧

目咨询专家尧 项目参与单n代

由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施方案通过论证遥

显袁 中建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表等 120 余人参加会议遥

牵头单n袁 我院为主要参与单
n遥 绿色建筑{计所刘庆东尧张
信龙具体负责 野基于建筑垃圾
减量化的工程{计技术尧 评价
及标准化研究冶尧野渣土制备清
洁能源烧结砌块及其在装配式
建筑中的集成应用技术研究冶
以及野不同区域各类渣土分布尧
理化特p及产生量趋势等数据
库建立冶三项课题的研究工作遥
项目总体专家组对课题的
实施方案进行了质询和论证袁
认为该项目实施方案完整尧时
间节点和成]形态yz袁 技术
指标细化到课题下{任务袁对

!"#$%

&'()*+

第一设计院首场足球友谊赛圆满结束
10 月 26 日下午袁第一{计

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袁 在对

持袁 恰逢沈阳着力打造足球城

保护上袁都做了充分的准备遥 双

院组织的足球友谊赛在李铁足

抗中增进了友谊袁 也收获了别

的良好氛围袁 第一{计院遂将

方队员^过前期的一系列准

球广场圆满落下帷幕袁 这也是

样的感动与快乐遥

t次团建活动内容定为足球友

备袁 在技战术配合上有了一定

中建东北院搬迁中海国际中心

作为中建东北院搬迁改制

谊赛遥 t次参赛的两支队伍中袁

的默契袁 虽不比专业足球运动

大厦后的首个团建活动遥 作为

后的首次团建活动袁增进交流尧

不仅有较为年g的各专业 野老

员袁 但彰显出的认真态度和敬

t次比赛的两支队伍袁 第一{

加强团结成为了t次团建活动

将冶袁也有青春蓬勃的专业野新

业精神值得肯定遥

计院和第六{计院联队与第二

的主旋律袁院领导以及党支部尧

星冶袁他们无论在前期的技战术

{计院参赛队联袂为观众献上

工会和团支部都给予了大力支

训练上袁 还是比赛当天的装备

26 日中午 12 时袁t次友谊
赛正式开始遥 比赛分为三小节袁
每节 30 分钟遥赛场上袁两队球员
积极拼搏袁攻防激烈袁战术运用
合理袁在身体对抗与技术衔接上
频出精彩亮点袁带动了场下观众
的气氛遥 中场休息时袁双方队员
虽体力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不
支袁但无一人叫苦说累袁都抓紧
这短短的几分钟休息时间进行
临场战术安排与交流袁在紧张友
好的氛围中结束了比赛遥随着裁
v的一声哨响袁友谊赛\终以第
二{计院的胜Ԣc告终遥 (石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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