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号召院集团各级党组织尧广大党员袁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旗袁在电控
党委领导下袁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袁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要求为统领袁以深
入推进野两学一做冶专题教育工作常态化为主线袁继续坚持围绕企业发展抓党
建袁抓好党建促企业发展的原则袁认真抓好基层党建工作袁不断增强集团党组织
的创造力尧凝聚力和战斗力袁解放思想尧转变观念,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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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风,更加振奋的精神,紧紧把握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为
实现集团野十三五冶发展目标努力奋进遥

凝心聚力 开拓进取 为实现兆维集团新的辉煌而努力奋斗

中共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叶晨清同志做党委工作报告 佟伟众同志做纪委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2017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袁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遥这次党代
会是在电控公司党委领导下袁集团掀起
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袁全面推进野一
二三一冶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遥 大会的主要任务
是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尧邓
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
发展观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报告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袁不忘初心袁牢记使命袁全面回
顾和总结集团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
工作袁明确今后一个时期集团改革发展
和党的工作的整体思路和主要任务袁选
举产生新一届两委班子袁以电控公司第
三次党代会精神和野一二二一冶核心战
略为指引袁动员各级党组织尧广大党员
和职工群众袁凝心聚力袁奋发有为袁扎实
推进集团野一二三一冶发展战略袁为实现
集团跨越式发展目标努力奋斗遥
大会应出席正式代表 100 名袁实际
出席正式代表 99 名遥 电控公司党委副
书记张岳明袁电控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董永生应邀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在主
席台就座遥
大会主席团由叶晨清尧 刘会阳尧徐
江伟尧佟伟众尧荣春梅尧王兴兰尧赵日新尧
李金龙尧王志强尧田永军尧罗雪梅尧陈卫
真尧蔡振宇共 13 人组成遥 刘会阳同志主
持大会开幕式遥
16 日下午袁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正式开幕遥
集团党委书记叶晨清同志向大会
致开幕词袁并代表第十三届党委作了题
为叶凝心聚力袁开拓进取袁为实现兆维集
团新的辉煌而努力奋斗曳的党委工作报
告遥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集团公司第
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在经济工作和党建
工作两方面的主要工作和经验体会袁客
观分析了内外部形势袁明确了未来三年
工作的指导思想尧 任务目标和重点工
作遥
报告指出袁 从 2013 年 9 月第十三
次党代会召开至今袁在电控公司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袁集团党委始终围绕生产经
营中心袁紧扣企业发展主题袁牢牢把握
企业发展方向袁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袁按照既定的改
革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袁狠抓落实袁野十
二五冶规划提前完成袁野十三五冶规划顺
利实施袁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在经济工作
方面袁集团在重点产品市场推广及产业
化尧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尧产业调整优化尧
企业规模化扩张尧管理模式创新尧安全
稳定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效袁整体工作
扎实有序推进袁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和
任务袁为野十三五冶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
了坚实基础遥 在党建工作方面袁一是强
化思想引领袁加强班子建设袁大力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时间活动和野三严三
实冶专题教育活动袁以深入推动野两学一
做冶学习教育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为契
机袁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经营工作的融
合发展曰 二是强化基层党建组织建设袁
围绕企业改革发展中心任务袁规范支部
建设和党员管理袁 稳步夯实党建基础曰
三是强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袁积极贯彻
落实党管干部尧党管人才的原则袁优化
干部人才队伍管理袁不断增强集团改革
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战略资源曰四是发挥
文化育魂尧文化筑梦的积极作用袁以建
厂六十周年为契机袁 用文化凝心聚力袁
为企业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曰五
是坚决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袁
把党的规矩和纪律挺在前面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曰六是关心职工群
众袁发挥工会尧共青团桥梁纽带作用袁为
集团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环
境遥
报告明确了今后三年集团党委工

作的指导思想尧工作目标和对各项重点
工作的部署遥 集团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尧毛泽东思想尧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
表冶重要思想尧科学发展观尧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袁推动党建工作
与经营工作的融合发展袁出实招尧见实
效尧促发展袁着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袁抓
好专项学习教育工作袁抓好干部人才队
伍建设袁抓好文化和群团工作袁形成野1冶
个以技术引领产业布局的产业研发体
系袁做强智能装备高科技产业和科技服
务产业野2冶个产业板块袁做优智能金融
装备尧 智能工厂装备以及特种装备野3冶
项旗舰产品袁实现野1冶个创新孵化平台尧
内部创业平台以及资源整合平台闭环
式生态式发展袁致力于发展成为放眼于
全球尧知名于业界袁对生产和生活领域
进行自动化尧自助化和智能化升级的优
秀智能装备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愿景袁力
争全面完成集团野十三五冶规划的各项
经济指标和重点事业计划袁以见实效为
标准袁全面推进集团野一二三一冶核心战
略袁实现产业发展袁成就野兆维梦冶袁助力
野电控梦冶遥报告明确了今后三年的重点
工作袁要不断加强学习袁全面领会和贯
彻十九大精神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袁自觉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袁 加强学习袁提
高思想认识袁提升科学决策水平曰加强
基层党建工作袁 创新思路完善机制袁夯
实发挥引领作用的基础曰加强干部人才
队伍建设袁巩固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
战略资源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袁营造良
好氛围袁有力保障企业健康发展曰加强
和谐企业建设袁 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曰
加强引导袁搭建平台袁发挥群团组织桥
梁纽带作用袁 创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
境遥
集团纪委书记佟伟众代表第十三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题为 叶融入中
心尧服务大局尧从严治党尧从严执纪 为
实现集团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纪律保
障曳纪委工作报告遥 报告全面回顾了过
去四年纪委的主要工作袁系统介绍了在
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袁 构建长效机制袁落
实野两个责任冶袁推动作风建设袁化解企
业经营风险等方面的主要做法遥同时从
加强思想教育尧服务改革发展尧强化整

讲政治顾大
局守纪律袁
深刻认识开
好这次党员
代表大会的
重要意义袁
完成大会各
项既定目标
和任务袁不
辱使命尧不
负重托袁以
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
命感确保大
会 圆 满 成
功遥 张书记
对集团未来
发展充满信
心袁他认为袁
兆维集团新
一届党委尧
纪委班子必
将 牢 记 使
命尧 敢于担
当袁 团结带
领全体干部
职工袁 扎实
推进兆维集
团 发 展 战
略袁 为全面
实现电控野十三五冶战略目标和野电控
梦冶袁 为首都和国家电子信息产业的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遥
同日下午袁大会分为四个代表组展
开讨论袁对兆维集团第十四次党代会党
委工作报告和纪委工作报告进行审议遥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袁 工作报告实事求
是尧全面客观袁思路清晰尧目标明确袁举
措得力尧创新可行袁责任重大尧催人奋
进遥与会代表对野两委冶候选人建议人员

名单进行了充分酝酿袁 就坚持党的领
导袁加强党的建设袁围绕野一二三一冶发
展战略袁以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等内容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遥
17 日上午袁大会表决一致通过了叶中国
共产党北京兆维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
公司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北京
兆维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三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曳和叶中国共
产党北京兆维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
司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北京兆
维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三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曳遥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袁差额选
举产生了中共北京兆维电子 渊集团冤有
限责任公司第十四届委员会和纪律检
查委员会遥
在全场热烈的气氛中袁刘会阳同志
作了闭幕讲话遥 他指出袁在电控公司党
委的指导尧支持和关心下袁在大会主席
团的直接领导下袁经过全体代表和大会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袁已经圆满完成了
大会预定的各项预定议程遥 这次大会袁
既是对集团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工作
的总结会袁更是一次鼓舞斗志尧团结奋
进袁 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步伐的动员会遥
大会选举产生的集团新一届党委会和
纪律检查委员会既保持了领导班子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袁又补充了一批新生力
量袁形成了一支年龄搭配合理尧具有蓬
勃朝气和坚定党性的领导队伍袁从而为
实现集团野十三五冶发展目标提供了重
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遥 由于年龄尧工作
等原因袁有的同志不再进入新一届领导
班子袁多年来他们兢兢业业尧无私奉献袁
为集团的改革尧发展尧稳定袁为党的建设
做出了很大贡献袁 对此表示由衷地感
谢遥 刘总对新当选野两委冶给予了高度评
价袁他认为袁新当选的野两委冶委员朝气
蓬勃尧奋发有为袁政治素质尧领导水平和

体性系统性三方面阐明了认识和体会袁
最后部署了今后三年的主要任务袁号召
在集团党委领导下袁坚定不移开展党风
廉政建设袁为实现野兆维梦冶作出新的贡
献遥
电控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岳明代表
电控公司党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浴张岳明同志对兆维集团近
年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袁坚持电
控发展战略袁落实电控公司第三次党代
会精神袁 始终坚持战略引
领发展袁 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
强袁 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发
展袁 构建了高科技产业和
科技服务产业相融发展的
新局面袁 始终坚持创新管
理模式袁 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袁 企业内生动力显著增
强袁始终坚持党要管党袁突
出全面从严袁 推动企业党
建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袁 各
项工作成效显著遥 张书记
要求集团各级党组织要以
这次党代会为契机袁 加快
推进集团改革发展各项工
作袁推动实施兆维集团野十
三五冶战略规划袁为企业长
远发展奠定基础遥 一是要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袁 加
快推进落实兆维集团 野十
三五冶发展规划袁在加快产
业发展尧 强化人才队伍建
设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
下功夫袁 完成好肩负的历
史使命和战略任务曰 二是
要坚持党的领导袁 加强党
的建设袁 着力强化思想引
领袁 把牢兆维集团改革发
展的政治方向袁 着力破解
难点问题袁 提升服务改革
发展大局的能力袁 着力夯
实党建工作基础袁 建立完
中国共产党北京兆维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
善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袁
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着力抓牢基层党建袁 推进
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袁 着力加强党内
书 记院佟伟众
监督袁 为兆维集团持续快
副书记院邢 雅
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袁 为
兆维集团野十三五冶战略的
委 员院渊按姓名笔画为序冤
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尧
刘东凯 窦蕾蕾 蔡振宇
思想和组织保证曰 三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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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高袁希望集团新一届党的领导班
子上任后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袁学懂
弄通党的十九大精神袁在电控第三次党
代会的精神指引下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尧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工作
作风袁认真落实集团党委今后一个时期
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袁强化纪律
建设袁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当的领导
职责相匹配袁 要把贯彻十九大精神尧集
团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抓紧尧抓好袁要在落实上下
功夫袁从本单位尧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出
发袁解放思想尧实事求是尧与时俱进袁谦
虚谨慎袁少说多做袁在圆满完成集团野十
三五冶 规划目标任务的征程中竭心尽
力袁开创出上级党组织认可尧党员群众
满意的新业绩遥
大会在庄严的叶国际歌曳歌声中胜
利闭幕遥
大会闭幕后袁召开了中共北京兆维
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四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袁选举产
生了纪委书记尧副书记曰召开了中共北
京兆维电子渊集团冤有限责任公司第十
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袁选举产生
党委书记尧副书记遥
新的篇章袁新的征程遥 在电控党委
领导下袁兆维集团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
将在新一届党委和纪委领导下袁认真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袁以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要求为统领袁以深入推进野两学一做冶
专题教育工作常态化为主线袁继续坚持
围绕企业发展抓党建袁抓好党建促企业
发展的原则袁 认真抓好基层党建工作袁
不断增强集团党组织的创造力尧凝聚力
和战斗力袁解放思想尧转变观念,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更加振奋
的精神,紧紧把握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大
力加强党的建设,为实现集团新的辉煌
而努力奋斗遥

选举结果
中国共产党北京兆维电子 渊集团冤
有限责任公司第十四届委员会
书 记院刘会阳
副书记院徐江伟 佟伟众
委 员院渊按姓名笔画为序冤
王兴兰 李金龙 罗雪梅 荣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