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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建工集团 厚植党建优势 汇聚发展动能

中冶建工承建的重庆南川体育场工程

中冶建工大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冶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连创历史新高，综合实
力进一步增强，社会形象和社会信誉
稳步提升，逐步迈入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

拧紧“总开关”推动党建与
企业发展并驾齐驱

十年来，中冶建工坚决贯彻“两个
一以贯之”要求，把方向、管大局、促落
实，将企业发展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和建筑行业几十年未有之大变
革中系统考量、把握优势、准确定位，
确立了“努力将企业建设成为具有建
筑业全产业链整合优势和综合服务能
力的国际化一流企业集团”的发展目
标，推进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

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经济效
益和运行质量显著提高，2021年企业
新签合同额较 2011 年同比增长
311.51%，营业收入增长141.87%，利
润总额增长389.63%，连续18年位列
重庆100强企业前列，连续多年位列重
庆市纳税50强暨纳税信用A级企业。

筑牢“基础桩”推动党建与提
升市场竞争力协同发展

中冶建工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建与生产经
营协同发展，在与企业生产经营有效
融合中充分发挥党建政治优势。通过
党建工作引领思想，加强党的理论学
习，看清宏观经济形势、认清行业发展
格局、理清市场主攻方向，激发干部职
工斗志，坚定信心决心。强化党委“把
管促”作用，更好发挥董事会定战略、
作决策、防风险作用和经理层谋经营、
抓落实、强管理作用，不断推进企业转
型和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一体化转型
提升发展战略”。

企业发展立足重庆“大本营”“根

据地”，持续打开华北、华东、华南、华
中市场区域化布局，在巩固传统房建、
市政项目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经
营模式，积极布局超高层、综合体、轨
道交通、高速公路、水利、环保、城市更
新等高端领域或新兴领域市场。

深耕“试验田”推动党建与
企业改革提质升级

2020年，为落实好国有企业改革
三年行动，中冶建工党委书记、董事长
田贵祥提出打造“136”党建品牌，即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1”根本
原则，坚持“3”个维度的党建工作一体
推进的责任体系，打造“6”个坚不可摧
的党建品牌项目，掀开中冶建工第三
次创业新篇章。

中冶建工持续优化完善公司治理
体系，进一步理清公司治理脉络结构，
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协调
运作，形成了科学有效、高效运转的决

策机制；深入落实经理层成员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提升干部领导力、执行力，激发
其创新活力，促进企业经营目标的实
现和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项目管理
人员职业化发展改革，有效整合利用
企业各种资源、平台，建立了项目经理
职业化发展改革体系，设置了项目管
理人员职业化岗位津贴，进一步畅通
职业化发展通道，为企业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

放飞“创新翼”推动党建与
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10年来，中冶建工进一步加强党
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坚持“自主创
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以支撑全面打造质量效益型企业和创
新型企业为主线，动员全体干部职工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而努力奋斗。

中冶建工坚持科技创新工作“四
个面向”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服务“两
场”，稳步推进科技创新与施工技术管
理工作向前发展，致力于先进施工技
术、施工工艺的研发和应用。企业先
后获得专利授权2332件，2021年在

“重庆市知识产权创新百强企业”中排
名第五，位列建筑类企业第一名；获批
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创建省部级企
业技术中心4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
强，创新竞争力和技术优势显著提升。

扛起“责任旗”推动党建和
企业形象同步提升

实践在前，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中冶建工坚持工作的困难和问题
是什么，党建就重点聚焦什么；坚持广
大党员群众的关注需求是什么，就重
点解决什么。努力将央企优势转化为
担当社会责任优势，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提升党建
工作价值创造力。

担当在前，积极承担脱贫攻坚任
务。中冶建工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
院、国务院国资委以及中国五矿、中
冶集团的统一部署，积极履行央企责
任，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实施建
设扶贫、产业扶贫、人才扶贫和消费
扶贫，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央企
力量。

冲锋在前，提供疫情防控有力支
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冶建工紧急驰援银川，将承建的闽宁会

议中心加急改造为临时隔离区；及时完
成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排污管道的
抢修任务；快速建成河北安国健康驿站
项目一期工程，积极打好防疫攻坚战，
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央企担当。

展望未来，聚焦新目标，中冶建工
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党建与生
产经营深度融合，朝着“具有建筑业全
产业链整合优势和综合服务能力的国
际化一流企业集团”的宏伟目标奋勇
前进，奋力谱写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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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建工承建的重庆际华园项目中心工程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化招聘市场营销人员的启事

中国十九冶，作为拥有“四特九甲”资质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一核两高两带八点”的
市场战略布局为载体，全面形成以设计施工总
承包为引领，以建筑产业化为平台，以建筑业的
绿色化、智能化为支撑的发展道路，构建了冶
金、交通、市政、房建、能源环保、地下空间与轨
道工程六大业务体系，践行建筑矿产资源开发、
建筑产业化与工程总承包“三位一体”的统筹
化、集团化、专业化经营发展之路。

为全面落实公司发展目标和满足公司管理
需要，提升公司在重庆地区市场开发能力，深度
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拟选拔优秀市场营销
人员加强市场营销事业三部（市场营销重庆事业
部）力量。现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面向社会
招聘市场营销事业三部（市场营销重庆事业部）
副总经理、高级主管、科室负责人等重要管理岗
位。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市场营销事业三部（市场营销重庆事业部）

副总经理、高级主管、科室负责人等管理岗位。
二、招聘要求
（一）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无国（境）

外永久居住权；
2.政治素质较高，思想道德品质好，有志于

在国有企业工作，且服从组织工作安排；
3.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身体条件，能适

应高强度工作压力，能够适应和满足工作需要
的加班、出差等要求。

（二）任职资格条件
1.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境外高校需提供

学历认证），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2.具有拟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

件，具体要求可登录公司官网（网址：19mcc.
com.cn）查看该岗位《招聘岗位说明书》。

（三）曾受过司法机关处罚或涉嫌违法、违
纪正在接受审查的不得报名。

三、申报及选拔程序
招聘工作将按信息发布、接受报名、资格审

查、面试考试、背景调查、健康体检、录用等程序
进行。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2年 8月 4日—8月 20日

24:00；
2.请将应聘信息登记表及相关材料投递到

招聘邮箱：hr19mcc@163.com（标题注明：姓
名+现工作单位及岗位+应聘岗位）；

应聘信息登记表可登录公司官网进行下载，
相关材料的电子版扫描件包括：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职业资格或职称等相关资质证书，其他代
表个人能力、任职经历的证书和业绩材料，以及
近期个人生活照片1张。

（二）资格审查与简历筛选
根据任职资格要求、岗位具体条件等进行

简历筛选，确定面试人员名单，并以电话或邮件
方式通知应聘人员。

（三）面试考试
按程序开展相关面试考试。
（四）背景调查
对于需要进行背景调查的岗位，将对拟聘

人员开展行业口碑等尽职调查。
（五）健康体检
通知拟聘人员进行健康体检，体检结果不

合格者取消候选人资格，人力资源部将按照考
察成绩排名，依次递补人员。

（六）录用
根据甄选情况，公司社会化招聘领导小组

审核确定最终录用人选，并按照公司干部管理
相关制度规定为拟录用人员办理入职手续。

四、薪酬福利待遇和工作地点
（一）薪酬福利待遇
本次公开招聘市场营销管理人员，按照公

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契约化方式通过任期
制进行考核和管理，通过签订《年度绩效合同》，
明确工作目标任务、薪酬绩效考核以及退出方
式。

（二）工作地点：重庆市。
五、报名咨询电话：028-86916126
联系人：沈老师、黄老师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4日

武隆区
持续夯实医疗卫生基础 织牢健康“防护网”

近年来，武隆区卫生健康工作
紧紧围绕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目标，在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疫情防控、医药卫生改革、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等卫
生健康各项重点任务方面发力，持
续夯实医疗卫生基础，不断为人民
群众健康织牢“防护网”。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
势下，武隆区聚焦重点场所、关键环
节调整完善应急预案和配套工作方
案，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桌面推
演、大规模核酸检测实战演练，现场
检验各项环节处突能力。持续完善

“1+14+1”应急预案和全域静态下
社区服务方案，形成“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工作体系，全面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全方位构
筑疫情防控屏障，全力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面落实公立医院党委领导下
的院长负责制，积极推进区人民医
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市级试点，全
面推进医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两
票制”。出台《医共体“三通”建设实
施方案》，巩固专科联盟、远程医疗
协作网，组建推进纵向以区人民医
院“1+14”、区中医院“1+12”，横向
以白马、火炉等5个区域中心卫生院
为核心的“纵联横合”医共体，形成

分级诊疗、签约服务、双向转诊、区
域内就诊分工协作机制。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紧紧
围绕健康影响因素组织实施15项健
康监测行动，普及健康科普知识，深
化“三减三健”活动，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达23.49%。在加强慢病防控
基础上，扎实开展健康细胞建设，创
建一批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卫生健

康机构、无烟示范单位、无烟学校
等。持续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申报创
建国家卫生乡1个，创建市级卫生镇
3个，重庆市卫生村7个。

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成功创
建“二甲”医院，启动区人民医院“三
甲”、区妇幼保健院“二甲”创建，全
面开展基层医院等级评审。区疾控
中心业务综合楼建成投用、检验检
测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博爱精神病
医院完成避险搬迁，区妇幼保健院
儿科大楼、福康医院迁建有序推
进。成立区医学会、设立专委会8
个，创建市级重点专科3个，申报市
级科研项目2个、区级科研项目15
个。启动实施智慧医疗健康信息平
台、医防融合一期项目建设，建成区
域远程影像、远程心电、远程会诊、
远程培训4个中心，实现远程系统覆
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0%，申报智
慧城市应用场景、数字健康应用场
景。授牌首批7个“武隆名医工作
室”，分别设在区人民医院、区中医
院、区妇幼保健院，通过名医引领，
带动医疗机构诊疗水平、科研能力
提升。

董存良
图片由武隆区卫生健康委提供

武隆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向市民传授急救知识

武隆区远程影像中心为鸭江中心卫生院指导CT检查扫描技术

重庆日报创刊重庆日报创刊7070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