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信条
使命：拓展幸福空间
愿景：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
投资建设集团
核心价值观：
品质保障、价值创造

2018 年 2 月 26 日 第 5 期 总第 413 期
编辑部信箱:sy62123655@163.com

企业精神：
诚信、
创新、超越、共赢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网址院http www.cscecnei.com

崔景山董事长 2018 年新春贺词
效尧营销主体责任明确的制度遥
树立全员营销的经营意识遥 建
立两级营销体系遥 建立健全营
销激励机制遥 做好营销统筹袁坚
持全院的核心利益和整体利
益袁坚持整体营销遥
这一年袁 我们要加强人才
战略创新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遥
坚持能者上尧庸者下的原则袁大
胆起用一些知识层次高尧 思想
觉悟好尧 管理能力强的年轻干
部袁大力培养一批有能力尧有技
术尧有担当的技术人才遥 坚持科
技创新袁以创新引领发展袁为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袁打造新引擎袁
构建新支撑遥
2018 年的工作十分繁重也
十分重要遥 这关系着东北院未
鸡鸣盛世山河溢彩袁 狗吠升平岁月流
金遥 时光如逝袁岁月如梭袁转眼间我们将迎

之年袁 也是实现东北院发展上台阶的关键
之年遥

来的发展方向袁影响着东北院目标的实现遥
不积跬步袁无以至千里曰不积小流袁无

这一年袁我们要统一思想袁夯实党建引

以成江海遥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东北院全体

东北院党委及领导班子袁 向全体员工致以

领遥 加强党的领导袁坚决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员工脚踏实地袁 满怀信心与理想袁 团结一

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遥

制曰全面加强督导落实袁强化野两个责任冶检

心袁鼓足干劲袁将东北院推上新的台阶袁书

查曰加强两级班子建设曰做实做细基层党建

写东北院发展的新篇章遥

来戊戌狗年遥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袁我谨代表

岁月不居袁天道酬勤遥 回首 2017 年袁中
建集团经济指标再创新高袁 成为全球首家

工作曰严格党建考核评价工作遥

收入过万亿的投资建设企业遥 东北院全面

这一年袁我们要坚持管理创新袁开展标

落实中建集团党组的总体要求和 工作 部

准化管理年活动遥 制定管理标准袁完善规章

署袁统一思想袁提升士气遥 完成了机构调整尧

制度曰加强财务管理野五大体系冶曰实现管理

完善了体系架构袁调整了业务板块袁积极向

的标准化尧流程化尧体系化尧信息化遥 深入开

总承包尧咨询尧海外市场等多领域拓展袁各

展野标准化管理年冶活动袁推动各项工作上

项改革发展成果显著遥 为野一年脱困尧二年

水平遥

上台阶尧三年大变样尧四年重回先进行列冶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遥
2018 年袁 是东北院标准化管理的开局

最后袁 祝愿东北院全体员工袁 新春快
乐袁万事如意浴

这一年袁我们要推进营销模式创新袁强
化市场经营意识遥 建立全院营销体制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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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院上下协同尧总部调控有度尧营销机制有

2018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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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总第 413 期

CNADRI

NEWS

新 春 团 拜 ——
—东北院领导班子送祝福
声声祝福暖人心袁浓浓关切鼓干劲遥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
天袁董事长崔景山尧总经理李海带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袁到驻
中海的各部门尧单位团拜慰问袁向大家送上节日的问候和新春
的祝福遥
野过年好袁拜年了浴 冶袁伴随着温暖的话语袁崔景山董事长尧
李海总经理等公司领导每到一处袁都与员工们一一握手袁亲切
的问候与殷切的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袁也让大家感受到新一
届领导班子的求真务实袁 锐意进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遥
领导们也特别看望了刘克良和窦南华两位资深前辈袁向他们
表达了敬意和美好祝福遥
各部门尧单位的负责人悉数在岗袁共同迎候公司领导的到
访袁深刻体现了团队的融合袁凝聚力的提升遥
渊办公室供稿冤

我院举办 EPC 与商务礼仪培训讲座
2 月 3 日上午袁我院在沈阳

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国石油

际型工程公司转变提出了切实

专家靳斓老师袁 为与会人员举

组织了主题为 野发展总承包管

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尧

可行的建议袁 需要我们要认真

办了以商务礼仪为主题的培

理模式袁助力企业转型新升级冶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设项目管

领会和理解遥 齐秘书长的授课

训遥 注重商务礼仪袁提升职业素

的 EPC 培训和以 野注重商务礼

理和工程总承包分会会长荣世

题目是 叶化工设计行业推行工

养袁是我院 2018 年标准化管理

仪袁提升职业素养冶 为题的礼仪

立先生和中勘协工程总承包分

程总承包改革发展之路曳遥 石油

年活动部署的要求之一遥

培训遥 院领导班子成员尧全院中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齐福海先生

石化行业工程总承 包起步较

靳老师以 野礼仪就是竞争

层干部及部分职工代表参加了

来院授课遥 两位先生都是我国

早袁 通过长时间的发展积累了

力冶尧野你的形象就是中建企 业

培训遥 讲座由纪委书记李绍海

工程总承包行业的专家袁 对设

丰富的经验袁 目前国内已有一

的尊严冶和野工作往来艺术冶为

主持遥

计院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并向

批石化行业的设计院成转型为

专题袁从个人素质尧商务着装尧

国际工程公司袁取得显著成

会客礼节及餐桌礼仪等方面详

绩袁但他们在转型之初开展

细讲解了商务洽谈尧 接待工作

EPC 时袁也经历过企业内部

中必须正确把握的行为礼仪遥

理念跟不上尧项目管理人才

靳老师的授课语言幽默袁 深入

匮乏尧基础能力薄弱等常见

浅 出 袁 寓 教 于 乐 袁专 业 尧 实 用 袁

问题袁齐秘书长的授课为我

而且结合了以往公司商务活动

们下一步开展 EPC 提供了

的实景影像袁 现场气氛热烈袁

很多可借鉴的经验遥

互动环节情绪高涨袁 掌声不绝

上午 11 点袁 由人力资
源部聘请的国内知名礼仪

今年是东北院实现转型升

工程咨询公司转变有精

级的关键一年袁 是我院拓展工

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遥

程总承包业务的起步之年遥 为

荣会长讲授的题目

进一步提高东北院企业管理水

是叶设计院离工程公司有

平袁提升管理效率袁增强企业竞

多远曳袁 他在课程中指明

争力袁加快我院 EPC 体系建设袁

了我国设计院与国际型

我院决定开展工程总承包业务

工程公司的差距袁并就如

专题系列培训遥

何提升设计院能力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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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公司召开党建工作会及 2018 年工作会
2 月 5 日袁中建东设岩土工

义思想为指导袁 坚持党的领导

土与地下空间工程技术中心两

门分公司总工程师朱宏栋分享

程有限 公司 2018 年 党 建 工 作

不动摇袁 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

个省级科研平台袁 加强科技研

了他的获奖感言与心得遥

会及 2018 年 工作 会 在 沈 阳 召

线袁 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

发工作袁 增强中建岩土的科技

会议期间袁 东北院助理总

开袁 自全国各地的岩土公司和

和政治核心作用袁 为推动岩土

竞争力袁 扩大了中建东北院在

经理尧 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王

院基础设施事业部 113 名员工

公司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坚

行业内的影响遥

延宏现场组织与会员工对岩土

代表参加了会议遥 会议由院总

强的政治保证遥

工程师尧 岩土公司总工程师张
丙吉主持遥

高 奭 部 署 了 2018 年 的 工

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考核

岩土公司党总支 书记 尧总

作计划院要超额完成既定目标袁

经理高奭在会上作了中建岩土

将加强市场营销力度袁 加强项

作 为公司的一项 传统袁公

公司 2018 工作报告遥

测评遥

目 风险评估及运行成本控制袁

司总经理高奭对岩土公司及基

经理尧 党总支副书记韩冰作党

高 奭 首 先 回 顾 了 2017 年

开展好标准化管 理年活动袁加

础 事业 部 2017 年 度 通 过各 类

建工作汇报遥 韩冰首先介绍了

的工作袁 并详细介绍了岩土公

强党建及企业文化建设袁重点突

国家注册基础考试尧 专业考试

公司党总支部的组织建设情况

司近三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袁系

破并提升勘察业务能力袁依托市

的员工进行了表彰遥

政资质拉动岩土业务增长遥

会议首先由岩土公司副总

岩土公司总工程师张丙

和党员发展情况袁 并详回顾了

统分析了业绩稳步增长的原

2017 年 度 党 组 织 活 动 情 况 遥

因院一是得益于 EPC尧PPP 项目

院基础设施事业部常务副

吉尧岩土公司副总经理顾亮袁岩

2017 年袁 岩土公司党组织召开

的深入参与袁拓展新业务领域曰

总经理汪智慧作了基础设施事

土公司副总经理尧 厦门分公司

党员大会 7 次袁 参加了中建总

二 是 2016 年勘 察 综 合 甲 的资

业部工作报告遥 他总结了 2017

总经理马建华分别结合区域特

公司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集

质升级袁 给业务量增长和经营

年工作完成情况 袁阐述了部门

点就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

中培训袁 获批为沈阳教科系统

质量的提升带来了大的飞越曰

2018 年计划指标及工作措施袁

专题发言遥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示范点袁进

三是充分利用中建大平台袁加

提 出 2018 年要 加 强 市场 营 销

当日下午袁岩土公司中层以

行野四风冶问题自查并形成了报

强了与各大工程的深度合作袁

工作袁与中建北方投资和总承

上管理人员分两组进行了讨论遥

告遥 岩土公司大连分公司获野中

增进互信与信息交流曰 四是传

包部形成良好互 动曰加强队伍

第一组由副总经理王晓辉

国建筑工人先锋号冶荣誉称号遥

统市场稳固发展袁 我们几年来

建设袁整合院内部与外部人才

主持遥 讨论中袁大连分公司总经

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

从未放弃对于大业主尧 大型开

资源袁完善组织架构袁提升市

理顾亮首先提出了公司各项标

化建设袁出版了野院讯中建东设

发商的长期跟踪与合作遥 高奭

政板块综合竞争 力曰资质具备

准化制 度的建立与管理问题袁

岩土专刊冶袁 编写了 叶野人文关

深刻地指出当前公司存在的问

后袁利用东北院区域院资源迅

包括勘察尧设计尧施工尧测量做

怀冶助推企业快速发展曳企业文

题院岩土公司产能接近天花板袁

速打造设计分院 曰与岩土公司

好标准化袁保证质量袁提高水准

化案例并入选总公司企业文化

与院内各部门对接时人员不

一起形成大岩土 尧 大市政尧大

等等遥 各地分公司的经理们期

案例集袁 开展东北院企业文化

足袁机构设置亟需调整袁公司业

土木综合发展平 台曰初步完善

望解决好工程前期启动资金问

理念有奖征集活动袁编辑了叶不

务拓展人才明显不足袁 体制机

中建岩土市政总承包和专业承

题遥 深圳分公司经理衣征同志

忘初心继续前行袁 爱国爱家爱

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遥

包资质袁 形成基础设施产业

建议公司应颁布一个用于投标

东北院要要
要企业文化专刊曳遥 为

对于下一步的区域布局与

链 曰加 强 科 技 研 发 工 作 袁 为 企

报价利润的指导标准遥 公司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岩

业务布局袁高奭强调袁要本着立

业发展提供引领 和支撑袁申请

总经理韩冰同志从市场部的角

土公司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

足省内袁布局全国的思想袁巩固

新课题尧引进人才尧实验室建

度提出袁 市场部要联合分公司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并做强以厦门尧 福州为中心的

设曰建立市政统一技术措施及

做到市场信息联动尧整合曰外埠

的活动袁 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福建经济区袁以深圳尧广州为中

设计标准遥

公司要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关

岩土公司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入

心的珠三角经济区袁以大连尧天

会上袁 岩土公司副总经理

系的疏通曰 内部奖励政策要出

脑入心袁落地生根袁进一步筑牢

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袁以

王晓辉同志颁布了公司新的薪

标准遥 各地分公司的员工代表

干部群众听党话尧 跟党走的思

青岛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半岛经

酬考核体系并宣贯了东北院规

们对人才的培养尧 新进员工的

想根基袁 推动岩土公司走进新

济区袁 确保区域布局保持良好

章体系曰岩土公司总经理助理尧

培训及加快融入公司等问题进

时代迈出新征程遥

的发展态势袁2018 年全年合同

财务资金部经理孙凤全同志作

行了讨论遥 孟乾峰同志提出应

韩冰代表岩土公司党总支

额省外占比要达到 60%遥 传统

2017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并宣贯

制定合同标准化版本遥 朱宏栋

对 2018 年党建工作作了安排袁

的勘察尧 施工业务要由房建向

了东北院新财务制度体系遥 大

同志提出建立远程视频会议系

要求各支部要认真落实东北院

市政行业拓展遥 高奭强调袁岩土

连分公司副经理冯辉同在会上

统袁 加强各分公司之间的技术

党建工作会议精神袁 深入学习

公司是中建总公司科技创新工

分享了大连分公司生产经营的

交流遥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以

作先进单位袁 要充分利用辽宁

典型经验曰 东北院 野青年才俊

第二组由总工程师张丙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省岩土工程实验室和辽宁省岩

奖冶尧 岩土公司副总工程师尧厦

主持遥 张丙吉传达(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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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领导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干部
寒冬送暖袁情意浓浓遥 2 月 9 日袁在 2018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
际袁院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姜凯代表院党委和领导班子袁在党委
工作部尧办公室尧人力资源部和离退办相关人员的陪同下看望慰
问了东北院部分离退休老党员和老干部袁并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和节日祝福遥
姜凯副书记一行先后走访了林杨尧张怀仁尧韩奉玖等 3 位老

党员尧老干部遥走访慰问中袁院领导与老干部促膝
而谈袁细心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尧家庭和生活状
况袁耐心倾听老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袁并向他们通
报了东北院在崔董事长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
带领下袁半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有目共
睹的成绩袁老党员尧老干部们听了纷纷表示赞赏
和支持遥 老干部们虽年事已高袁但他们仍然十分

关心着东北院发展的状况袁 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关
心尧关注和支持单位工作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
为东北院的发展建言

策遥

另讯：2 月 11 日袁 离退休党支部一行 4 人带着
党组织的关怀走访慰问了2素3等 10 位身4重5尧
生活困6的老党员尧老同志袁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和诚挚祝福袁 并送上慰问金遥 老同志见单位来人看
望袁都7常开心袁深切体会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袁
并感谢新一届院领导班子对他们的关心和8顾遥
(9春:)

(上接第 3 版) 了东北院李海总

酬体系改革时建议建立营销激

同志倾向于扩大市场部专业人

工作也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遥

经 理在 2018 年 工 作 会 议上 的

励办法袁激发员工的野狼性冶遥 多

员的队伍袁 在我院资质升级的

经过一天紧张 的会 议袁与

报告袁 并提出我院目前应着力

名同志提出目前公司人才短

节点上应转变观念袁 明确目标

会代表们充满了信心地回到了

发展高质量营销袁服务大业主尧

缺袁应通过引进尧培训尧派遣学

与定位袁积极与优秀的总包单位

自己的工作岗位遥 新的一年袁中

大项目尧大市场袁在这些方面上

习尧 轮转工作等多种途径挖掘

交流经验遥 孙振华尧陈晨同志表

建岩土公司将向着新的目标袁

我院与国内其它设计院还有很

人才袁培养人才袁扩大队伍遥 在

示袁目前科研与生产协调问题较

迈出坚实的步伐浴

大差距遥 汪智慧同志在谈到薪

谈到市场拓展与营销时袁 多数

大袁设计人员兼职搞科研袁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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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建 澳 连 公 司 贯 彻 落 实“ 两 会 ”工 作 部 署
2 月 9 日袁中建;连装<工

晨光传达了崔景山 董事长尧李

程有限公司党政干部会议袁传

海总经理和姜凯副书记在中建

达落实中建东北院党建工作会

东北院野两会冶上的工作报告袁

和 2018 工作会议精神袁研究部

并向参会同志进行 了解C曰二

署;连公司工作安排遥 公司领

是研究中建;连公司部门职责

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正副职尧

D明并通过会议E定曰 三是部

党支部委员出席会议遥

署即将于 3 月召开的 野中建;

会议由中建东北院党委副

连公司述职会冶工作安排遥 会议

书记尧 中建;连装<工程有限

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公司董事长姜凯同志主持遥 会

神为导向袁 学习贯彻落实东北

议主要内=院一是传达野中建东

院野两会冶会议精神袁科学规划

北 院 2018 年党 的建设 党 风 >

各部门职责袁 研究落实公司述

政建设和?@A工作会议冶野中

职会相关事F袁 着力推动;连

建 东北院 2018 年工作 会 B 第

公司 2018 年良好开局遥

二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冶 会议
渊;连公司 9乐冤

精神袁 由;连公司副总经理李

纪委书记李绍海参加职能二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2 月 12 日袁 公司总部职能

宣 C 了 总 公 司 对 东 北 院 2017

好环W遥

先锋模范作用遥 李书记还重点

二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袁 公司

年度 野两个责任冶 落实情况N

李书记与参会党员分享了

强调了春节期间要深入落实中

党委委员尧 纪委书记李绍海以

督检查报告曰 学习了崔景山董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及十九

JK项规定精神袁 a常a细a

G通党员身H参加会议遥 会议

事长和 李海 总 经 理 2018 年 工

大精神的体会袁 对职能二支部

长曰持续紧b野四风冶问题袁cd

由职能二支部支委成I主持遥

作会上的讲话等遥 大家在讨论

组织生活会召开的及时性尧必

回efg袁 党员干部要带h正
风i纪遥

会上袁 职能二支部党员认

中表示要加强学习袁 进一步提

要性给X了高度Y定遥 希望支

真学习了 叶中共中J政治局贯

高思想理论水平曰 要深入查O

部全体党员同志加强学习袁提

组织生活会后袁 职能二支

彻落实中JK 项规定实施细

自身存在的问题袁 总结经验袁

升个人能力袁 在学Z[通做实

部还召开党员大会袁 讨论对院

则曳尧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

P出差距袁 Q力改进曰 要Q力

上下\]曰要加强党性^_袁提

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召开j主

步L正野四风冶袁加强作风建设

营造和RS好东北院迎接T战

高政治`位袁严格要求袁做一名

生活会的意见和建议袁 并就支

重要批示曳 等系列重要文M曰

再创辉U进程中风V气正的良

合格的党员袁 真正起到党员的

部委员选举办法进行讨论遥

第 四 设 计 院 传 达 学 习“ 两 会 ”会 议 精 神
2 月 5 日上午袁 第四设计

快速发展提供 坚强政治保l冶

院的发展目标院 到 2020 年袁发

委和班子的关怀支持下袁 迅速

院召开会议袁 传达学习中建东

的党建工作报 告尧李海总经理

展成为中建东北院最具 野四位

做出调整遥

北 院 党 的 建 设 工 作 会 及 2018

在 2018 年 工作 会 上 题为 野筑

一体冶综合实力的号n院遥 具体

四院与会班子成员和职

年工作会精神遥 四院班子成

牢企稳向好的 良好态势袁持续

讲 袁 就 是 2018 年 o p 脱 困 袁

工代表也t谈了对东北院

员尧 党支部尧 工会和团支部委

推进东北院转 型升级冶的工作

2019 年上台阶q利袁2020 年进

2018 工 作 会 精 神 的 理 解 和 体

员尧 副主任工程师以上人员参

报告袁 以及崔景山董事长在

入号n院先进行列袁 利用三年

会袁表达了对总院工作部署的

加了会议遥

2018 年工作会上的总结讲话袁

时间袁 营业收入达到 8000 万遥

坚决uS袁纷纷表示要以v发

第四设计院董事长尧党工

分析了第四设计院当前状况和

四院组建半年来袁 班子成员迅

有为的态度袁wx前行袁以时

委书记韩k主持会议袁并传达

形势袁 并对四院未来的发展提

速融合袁进入状态袁取得了一定

不我待尧y争z{的精神投入

了崔景山董事长在党的建设尧

出了展望遥

的成绩袁但与总院的要求袁仍有

工作袁把思想统一到东北院发

党风>政建设和?@A工作

韩k代表四 院班子 提出 袁

较大差距袁 主要表现为开拓意

展上来袁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年

会上题为 野落实主体责任袁积

根m总院未来 3 年的发展目

识不强袁大客r不多袁经营能力

度工作目标上来袁Q力推进四

极主动作为袁为推进企业健康

标袁结合四院综合优势袁明确四

s弱遥 2018 年袁我们要在总院党

院快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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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四院供稿冤

第六版

总第 413 期

CNADRI

NEWS

第二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冶会

筑所尧医疗所尧原创中心尧结 构

坚定信念砥砺前行

议精神袁 强调要完善各级员工

所尧机电所尧行政办公室各专业

表现尧工作业绩的数m化袁为全

主任尧副所长尧所长助理以及三

第 一 设 计 院 召 开 2018 年 度 工 作 会 议

员绩效考核提供数m支持袁做

位 院 副 总 工 程 师 分 别 对 2017

到野为贡

者谋福祉冶袁并提出

年工作进行述职尧 分享工作成

技术人员要通过专业化服务来

果及经验袁并对 2018 年工作提

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遥 总建筑

出了合理化建议遥

师乔博强调要强化制度建设尧

会议强调袁要认真贯彻野十

提高技术质量及培养全员集体

九大冶精神袁培养野市场意识冶尧

荣誉感袁 要多为新员工提供自

野服务意识冶尧野质量意识冶尧野品

我展示的机会袁 要让全体员工

牌意识冶和野危机意识冶曰要以知

野对企业自信袁 对事业自信袁对

识为根基袁加强专业化学习袁积

自身的发展自信冶遥 党工 委委

极参加技术交流活动曰 要把经

员尧 副总经理郑孝党提出 2018

营指标要传递至每一位技术人

年要加强机构及制度规范建

员袁充分激发全员的主动性曰要

设袁积极拓展新业务袁让全院经

完善技术人员梯次和能力配

营有新突破遥 党工委委员尧副总

比袁提高效率曰要引进新鲜力量

经理阎玉珩强调要鼓励原创及

并发|野传帮带冶传统曰要开拓

会上袁党工委书记尧董事长

专业化研究袁 强员工业务学习

视野袁 积极争取进入 EPC尧PPP

院召开 2018 年度工作会议袁总

李强对 一院 2017 年 度 工 作 进

和综合能力培养遥 副总经理于

项目曰要全面贯彻东北院野标准

结 2017 年度工作 袁 部署 2018

行了总结袁部署了一院 2018 年

建明提出一院市场营销要与总

化冶要求袁全方位提升一院技术

年度工作袁 并进行领导班子成

经营责任目标袁 强调要全面落

院形成一体化袁 原创要通过不

及服务能力遥

员 2017 年度工作述职遥 会议由

实东北院 2018 年野两会冶精神袁

同角度与各专业形成合力遥 总

会议体现了全体员工对一

李强董事长主持袁 特邀人力资

新的一年要在加强党的建设的

工程师杨振提出要将质量管

院和东北院的热爱袁 体现了对

源部副总经理胡巍参加袁 总经

前提下袁继续强化营销工作袁争

理尧 技术进步及人才培养作为

东北院发展的信心与决心遥 野坚

理侯鸿章尧总建筑师乔博尧副总

取让 2018 年成为翻身年遥 总经

重点工作遥 人力资源部副总经

定信念袁wx前行冶袁是第一设

经理郑孝党尧阎玉珩尧于建明尧

理侯鸿章传达了东北院 野党的

理胡巍对一院党建和生产工作

计院全体员工向东北院尧 向自

总工程师杨振以及一院全体员

建设尧 党风>政建设和?@A

业绩给X了充分Y定遥

己的未来作出的庄严承诺浴

工出席会议遥

工作会议冶及野2018 年工作会B

2 月 5 日-9 日袁 第一设计

2 月 2 日下午袁第一设计院

李强尧 侯鸿章等六位领导集体

举行 2018 年度野|}起~袁共筑

发出 的晚 会最 强音要要
要叶真心

辉U冶 新春联•会袁 董事长李

英雄曳袁联•会在歌曲六重唱的

强尧总经理侯鸿章尧总建筑师乔

•快旋律中圆满结束遥 联•会

博尧副总经理郑孝党尧阎玉珩尧

融合了舞蹈尧歌曲尧三句半以及

于建明尧 总工程师杨振与第一

游戏互动等各类元素袁 节目精

设计院全体员工一同参与联•遥

彩纷呈尧高e迭起袁为员工带来

李强董事长在开场致辞中

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遥 联

对过去一年第一设计院全体员

•会气氛活跃袁 员工在欣赏节

工的付出表示感谢与慰问袁并

目的同时袁也收获一H感动袁也

对第一设计院的未来发展表示

在员工之间建立了心心相连的

出强烈的信心与期待遥

默契遥

青 春 活 力 的 舞蹈 叶panma曳

联•会为员工提供了展示

拉开了联•会序幕袁 三个多小

才华的舞台袁丰富了员工生活袁

时的联•会包括了浪漫优美的

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袁 增进了

舞蹈尧风格各异的歌曲尧贴近公

员工对公司的认知感与归属

司文化又精彩的三句半等袁令

感袁强化了团队融合与默契袁彰

在场的员工时而捧腹大笑袁时

显了第一设计院团结向上的文

而陶醉于深情的歌声中遥 随着

化氛围遥

2 月 8尧9 日袁第一设计院建

渊第一设计院 韩玉冤

扬帆起航 共筑辉煌
第一设计院新春联欢会精彩落幕

(第一设计院 于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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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设计院宣贯“两会”精神
2 月 5 日袁第五设计院召开

委的领导核心作用袁 做实做细

员模范带h作用遥 按8会议报

会的人员在会上分别交流了自

全体党员大会袁 深入学习院党

五院党建工作袁 进一步加强党

告中野把骨干发展成党员袁把党

己的感想和体会遥

委书记崔景山同志在院党建工

的基层组织建设袁 全面落实从

员发展成骨干冶的要求袁积极培

于涛在会议总结时强调袁总

作会上作的题为 野落实主体责

严治党和一岗双责主体责任袁

养入党积极分子袁 做到合格一

院 2018 年工作 会 在 各 方 面 都

任袁积极主动作为袁为推进企业

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袁 a好作

个发展一个袁壮大党员队伍遥 加

制定了工作目标袁 五院要按8

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

风建设袁打造昂|向上尧充满正

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袁 严格遵

会议要求袁 制定详细落实计划

l冶的报告遥 党工委书记于涛同

能量的企业文化袁 开展好群团

守各项规章制度袁 每位党员结

和措施曰要加强班子建设袁团结

志主持会议袁 并同党工委委员

工作遥 严格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尧双

合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定期做学

带领全体五院员工开拓进取袁

崔国明同志对崔景山书记的报

重组织生活尧 j主评议党员等

习思想汇报遥

Q力完成总院下达的各项任

告做了全文宣讲和解C遥 要求

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袁 五院党工

党员大会之后袁五院又召开

务曰要全力a好市场营销工作袁

五院全体员工认真学习贯彻党

委将每周三下午作为党员集中

了院务会扩大会袁 五院领导班

做好五院市场部的组建运营工

的十九大精神袁 贯彻落实好党

学习活动日袁 落实党建工作常

子尧党支部书记及委员尧各专业

作袁大力挖掘尧引进优秀人才袁

中J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

态化尧制度化遥 开展好野不忘初

所所长尧业务骨干尧工会负责人

做好两级营销体系建设曰 要全

和工作要求袁牢固树立野四个意

心袁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袁做到

及委员尧 团支部书记及委员等

面 对标 2018 年 总 院 管 理 标准

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保持战

上有安排袁下有落实袁做到有计

参加会议遥 于涛董事长主持会

化年的总体要求袁 完善市场营

略定力袁 坚持问题导向袁 a住

划袁有实施袁有考核遥 将党建工

议并 传达了 总 院 2018 年 工作

销尧生产质量尧综合运营管理等

野关键少数冶袁 把全面从严治党

作做到实处袁 处理好党建工作

会议精神袁 对崔景山董事长的

方面的体系建设袁 达到各项标

引向深入遥

与生产经营之间的关系袁 以党

重要讲话和李海总经理的工作

准化考核要求曰 要加强与院

于涛对五院 2018 年党建工

建为引领袁做好工会尧团委的各

报告进行了宣讲和解C袁 要求

EPC 总承包部的协作互动袁总

作做了具体部署袁 要求按8报

项工作袁 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

五院干部员工要认真学习报告

结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项

告中的工作要求严a落实袁采

活动袁提升党建工作质量遥 充分

精神袁统一思想袁明确任务袁振

目过程袁开展相关培训工作袁提

取多种方式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发挥党小组的基层联系作用袁

v精神袁扎实工作袁确保年度目

升相关素质能力遥

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发挥好党工

和员工充分交流沟通袁 加强党

标任务的实现遥 参加总院工作

渊五院供稿冤

简讯

中国建筑批准我院设立雄安分公司
m中建股企字[2017] 1260 号文袁经中国建筑股H有限公司批准袁同意我院在雄安新区设立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雄安分公司袁在股H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袁并办理设立手续袁进行工商注册遥 为国家野千年大计冶之雄安新区添砖
加瓦袁我院已踏上征程遥

改姓“中建”
“岩土”
“澳连”
、
m 1 月 16 日中建东北院公告袁为进一步拓展市场袁强化公司品牌形象袁促进经营更好发展袁经公司研究决定袁并报中建
股H批准袁将下属两家全资子公司野沈阳中建东设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冶野;连建筑装<工程有限公司冶正式变更为野中建东设
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冶野中建;连装<工程有限公司冶遥 目前两家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变更手续袁党建工作内=进企业章程的工
商备案也同时完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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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种地袁但你有吃有喝曰

价值遥 感谢ऊ些让你独W一面

s袁t7你的能力u小了袁不能

职务排序袁 谁以自己的年龄大

你不织布袁但你衣着华:曰你不

的人袁 感谢ऊ些给你X担子的

v任它遥 推w工作是一种xy袁

小来D事袁谁就是真正的傻瓜遥

造车袁 但你以车代步曰 你不盖

人袁感谢给你平台的人遥 因为ऊ

是一种不负责任袁 更是一种无

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年龄大而

楼袁 但你家居安泰袁 你不是神

是机会袁ऊ是信任袁ऊ是平台袁

能袁 他会让别人从内心深处z

从内心深处敬重你遥 ऊ些对年

仙袁但许多人尊重你曰你没有才

ऊ是发言权遥

不起你遥

龄的尊重y是一种表面的应

华袁但你仍然能够参与社会曰你

二是珍惜关系。单位的各

二是愚弄他人。r[别人

相貌平平袁但你的爱人喜•你曰

种关系一定要UV袁 宁可自己

是一种真正的rs袁 是对自己

在单位老年人有老年人的

你能力一般袁 但你的儿女崇拜

受委Y也Z量不争高[遥 一个

的不负责任袁是一种下三{遥 |

优势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遥

你遥 这是为什么呢钥 你是依靠什

人y有能够处理好和自己有工

其是对ऊ些信任你的人袁 依靠

万万不可以互相轻视袁 ऊ是自

么去和他们进行交换钥 你是依

作关系的关系才\能力遥 没有

你袁}重你的人袁万万不可^小

相残杀遥 在单位能多干一点就

靠什么获得你 需要的生活物

工作关系的关系袁 y是吃吃喝

q明袁你会得不~h的遥 长期在

多干一点袁 总有人会记得你的

品钥 你是依靠什么赢得社会的

喝尧]]^^袁ऊ不属于单位关

一起共事袁 你的诚•会让同事

好遥 在单位千万不可以带一个

尊重钥 ?要要
要ऊ就是单位遥

系遥

酬遥

感动袁相?袁会使领导和同事恶

不好的h袁 不要破坏单位的规

如果你是小E袁 单位就是

三是珍惜已有的。在单位

心遥 你也许不知道袁比你高一个

则遥 ऊ样就是拆一把手的台袁就

你的地遥 如果你是小F袁单位就

你已经u有的袁一定要UV遥 也

级别的人袁 在研究你的能力和

是拆自己直接领导的台袁 就是

是你的天空遥 如果你是一GH袁

许时间_了袁你会感到`a遥 但

为人时袁大家竟然看得ऊ么准袁

拆自己的台袁 就是和这个团队

单位就是你的大海遥 如果你是

ऊy是你的心理出了问题遥 要

ऊ么透袁ऊ么一致遥

过不去遥 一定要把属于私人的

一y狼袁 单位就是你跃马IJ

学会及时调整自己袁 使自己在

三是沉不下心来。沉不下

的战场遥 家庭离不了你袁但你离

bc无d的工作面前袁 有一种

心来是在单位工作的大o遥 单

不了单位遥

常新的感觉和e势遥 你已经u

位不是走马观花袁不是住旅店袁

没有单位袁你袁什么也不是遥

有的袁一fgh袁你就会知道他

不是旅游遥 单位很有可能是一

单位是你和社会之间和他

的价值遥 也许ऊ个权力很小袁但

生的根m地袁 是你一辈子存在

人之间袁进行交换的KL遥 单位

你知道i钥 ऊ是无数的先烈用

的证明遥 要沉下心慢慢干遥 有机

是你显示自己存在的舞台遥 单

生命和鲜j换来的k政权袁而

会上进了也不要得意忘形遥 没

位是你美好家庭的后台遥 单位

今天你就u有了一H遥 你不U

有机会或者错过了一个机会也

是你的竞技场尧 MN`尧 美=

V袁你会后l一辈子的遥 权力即

不要4得4h遥 相信最后的赢

室尧大学O浴 单位是你提升身价

使很小袁也会有人尊重袁也会有

家是ऊ些慢慢走过来的人遥

的增值P袁 单位是你安身立命

人mn的遥
在单位最op三点遥

有一个遥 ऊ些能够在一把手面

半对S的有力TP袁 单位是你

一是把工作推给别人。工

前推荐你袁 D你好话的人是你

作是你的职责袁也是你的权力袁

生命中的贵人遥 在单位要克勤

在单位要学会UV遥

也是你的义务袁 更是你立足单

克敬袁兢兢业业袁而不是^赖撒

一是珍惜工作。工作就是

位的基础遥 把属于自己的工作

泼袁妄自尊大遥 单位的本质从来

职责袁职责就是担当袁担当就是

推给别人袁 不是q明袁 而是r

不按年龄的大小排序袁 而是按

简讯

键时刻袁没有人认可你

单位无论大小袁 一把手y

的客Q袁 单位是你和你的R一
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发言权遥

事限制在私人的空间遥 否则袁关

关心职工健康
院工会举办职业健康讲座
1 月 11 日袁院工会在三楼视频会议室举办职业健康讲座袁近百名职工参加遥 讲座聘请相关职业健康专家袁围绕冬

季疾5预c尧职业安全与慢性5尧心理健康以及急救知识等方面进行了讲解培训遥 培训过程中穿插互动和发奖环节袁
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详细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健康误区和注意事项袁 此次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员工的健康生活理念袁受
到了员工广泛好评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