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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心
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
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心协办的内
蒙古自治区 2021 年建设工程质量
施工安全标准化观摩会在呼和浩
特召开。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刘建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处
长周月生，建筑市场监管处处长
张光峰，标准定额与节能科技处
处长戴军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白志钢，各盟
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
心、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主要领导及质量安全技术骨
干参加了现场观摩。中国建筑业
协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建筑
业协会会长韩平，内蒙古自治区
建筑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晓
刚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自治区住建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刘建华致辞，从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
完善标准化工作制度、促进质量
安全标准化与信息化融合、打造

为 自 治 区 建 筑 业 实 现 跨 越 式 发 展 做 贡 献

内蒙古2021年建设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标准化观摩会召开

7 月 18-19 日，2021 年浙江省市建
筑业协会秘书长会议在台州方远国际大

酒店召开。该省建协秘书长、副秘书
长、秘书处全体人员，各分支机构理事

长、秘书长，各地市建筑业协会 （联合
会）秘书长近3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省
建协副会长兼秘书长蒋兆康主持。

会议首先由台州建筑业协会秘书长
阮吉明致辞，随后各地市建筑业协会和
分支机构交流上半年工作和下半年工作
安排。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围绕上半年
工作情况，对协会职能及服务效能、党
建工作、信用评价、队伍建设、创优夺
杯、反映诉求等内容进行了交流，并提
出了会员企业信息平台建设、品牌创
建、人才培育、科技创新等亮点。

该省建协副秘书长毛毳、张明智就
分管工作进行了交流。防水专委会、法
务专委会和材料分会则围绕分支机构专

业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
最后，蒋兆康对省建协2021年上半

年度工作进行了总结。他通报和分析了
上半年国内建筑业发展总体情况，并从
疫情常态化下协会如何做好服务会员单
位出发，总结回顾了上半年度省建协各
项工作情况，提出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信用评价和提升绿色施工评价办法
的具体要求，随后，他就该省推动高质
量发展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整体目标，
结合行业发展与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
对下半年主要工作进行了计划部署，要
求重点做好行业管理、资质管理，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数字化建筑和碳达峰碳
中和等内容。 （通讯员 王晓蕾）

浙江省市建协秘书长工作交流会召开浙江省市建协秘书长工作交流会召开

7月6日，杭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党支部与武林集团装饰工程公司党支
部、浙江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党支
部、浙江工人日报社第二党支部、浙江
省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等五
方 携 手 ， 在 浙 江 发 展 大 厦 装 修 改 造
（EPC）项目部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此次
活动也标志着杭州市建筑行业协会党总
支开展的“学党史 践初心”党旗下的
诵读活动第二阶段“走进企业”活动正
式启动。

这次党建共建活动是五方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
实际工作相结合，与打造精品工程相结
合，与弘扬“工匠精神”相结合的一个
创新举措，是行业协会与施工单位、业
主单位以及省级媒体的一次深度融合。

五方党支部围绕“活动开展在项目上，
人才派驻到项目中，服务围绕项目做”
的总体思路，共同签署了《红色先锋联
盟协议书》，为深入开展政治理论联学、
主题党日联办、重点任务联推、志愿服
务联动、文化活动联谊等系列活动打下
基础。

活动还邀请了市优装专家组组长、
优装标准主编，杭州圣大控股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景士云围绕推进项目创优夺杯
开展专题讲座。

在“学党史 践初心”党旗下的诵
读活动中，杭州文广集团晚高峰节目主
持人蕊琦带来艺术电影微党课，探寻

“老三战”背后的故事；杭州之声主持人
新凯、施施带来诗朗诵作品《渡口，有
船靠岸》；武林集团 8090 宣讲团带来诗

朗诵作品《保卫钱塘
江大桥》，宣讲团成
员李瑞为进行了微党
课《从农村革命到乡
村振兴》。红色故事
催人奋进，红色力量
砥砺前行，五方支部
党员在浓厚的红色氛
围中，接受了心灵的
洗礼。活动在《我和
我的祖国》的优美旋
律中结束。

此后，五方党支
部将以党建为引领开展深入合作，将政
治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精
品工程建设，实现五方共同高质量发展。

杭州市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武林集

团、浙江新世纪大酒店、浙江工人日报
社、浙江省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
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通讯员 沈韫洁）

五方共建结硕果 党史诵读彰红心

杭州市建筑行业协会党总支“学党史 践初心”党旗下的诵读之“走进企业”启动

“近两年，协会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与日俱增，我充分感受到入会的益
处。”7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装饰
行业协会一名会员由衷地说。2021
年是该协会的“会员服务年”，协会
根据会员单位的行业属性，摸清每个
阶段的诉求，针对性地提供精准服
务，取得明显成效。

该协会每年确立一个工作主题，
在前两年“结构调整年”“组织发展
年”的基础上，今年推出“会员服务
年”。将会员单位分为公装、家装、
建材、其他四个门类，抓紧“牛鼻
子”，推进纵深服务。

针对公装企业关心的资质问题，
参照建筑业最新资质改革标准，协会
通过会议、征询函、实地调研等方式
对企业进行摸底，了解各公装企业相
对应的等级还差哪些资质，与培训机
构进行对接，强化相应资质培训；收
集整理相关文件及政策，组织大家学
习《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
方案》《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
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
通知》等最新政策法规，让会员以便
捷渠道学深悟透，有的放矢。

加强与市建管处及造价协会的沟

通协调，选聘4名价格信息员，参与
建筑装饰行业的材料价格信息采集工
作，使装饰材料信息的发布更加客观
公正，为工程结算提供依据，解决了
建筑装饰企业多年的困扰。

家装方面，配合相关部门出台规
范的合同文本、修改完善《行业自律
公约》并宣贯执行、探索建立预警机
制，借助组织力量，集体发声，为他
们承揽业务，树立形象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通过“评先评优”让一批优质
企业脱颖而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对于建材企业，侧重提供资源整合对
接，与装饰公司形成内部良性循环，
达到优势互补。

对于建筑工程招投标环节中出现
与实际施工相背离的资质要求，离证
营业或超出资质范围承揽业务，加快
职能转移明确归口部门、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行业培训等问题，协会通过
社情民意信息和政协提案等不同形式
向相关部门反映，力促落地实施。

定期摸排，通过各级工会组织积
极汇报，让本行业困难职工及时得到
救助，让他们轻装上阵，全身心投入
到行业发展的热潮中。

（通讯员 吴文瑜）

让每一家会员感受到入会的优越性

湖北十堰市装协分门别类提供精准服务

时序进入新的时代，新的伟大时
代，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就是人才，
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基层组织，乃至一
个企事业单位，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
要在创新中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中，
凝集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
才。地处九江市浔阳区人民路街道的中
水建管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近年来，在
培育复合性、实用性人才的实践工作
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探索了一条有
效的途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通过八
年多的实践经验，证明我们培育复合
性，创新性，实用型人才的战略思路切
实可行，行之有效。如今，中水建管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一支实用型人才团队，
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
呈现，成为了公司超前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

一、在企业改制之际，想方
设法留住人才

中水建管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是
2012年，由国有企业九江市水利电力建
筑公司改制过来的一家民营企业。企业
改制后，原国有企业 150 余名干部职
工，全部收留下来，没有清除一名员
工，并且面向社会招募各类职称的专业
人才，及时出台各类奖励制度，想方设
法留住有专业、有技能、有资质证书、
有职称的实用人才。对当年考取二级建
造师的员工，当即奖励人民币伍仟元
整，当年考取一级建造师的员工，当即
奖励人民币壹万元整，对所有持证的员
工，每月给予证书津贴等，优厚的奖励
制度，激起广大员工，热爱公司，留在
公司，学习考证热潮不断高涨，公司获
得建造师证的员工不断增加。从公司改
制之际，只有20余名建造师职称，现如
今已有120余名员工，拥有一级或二级
建造师证书，各类高工职称的建设人才
也在逐年递增，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取到
了实质性的作用。

二、培育复合性，实用性人
才，积极开拓海外建设市场

在国有企业实行改制之后，中水建

管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针对国内建设市
场不容乐观的因素，及时调整企业的战
略发展思路，与商务能力强的建设单位
强强联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实施走
出去的战略，于 2013 年底组建了一支
120余人的海外工程建设队伍，承建非
洲肯尼亚与乌干达等国家多个工程建设
项目。海外建设团队的负责人淦家德，
尽管只是个文革时期的高中生，却在建
筑行业摸爬打滚近三十个春秋，他真正
锻炼成为了一个复合型、实用型专业人
才。八年多来，淦家德经理的管理能
力，实用能力，组织能力得到了海外专
业团队的专家们高度赞誉，每个工程项
目只要提起他，建设单位的领导都会翘
起大拇指，夸赞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实
用性人才。外派建造师郑喜明，几乎可
以把菲迪克条款全背下来，还能熟练地
用英语与咨询团队进行沟通；外派员工
赵志强，在肯尼亚双河二期商场项目
中，一天要测量2000多个不在同一平面
的点，无一差错……。公司培育的一支
优秀而稳定的人才队伍，已成为中水建
管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持续发展的不竭
动力。

三、全力解决员工后顾之
忧，是留住人才的致胜法宝

市场的竞争，归根就是人才的竞
争，如何启用人才，稳住人才，发挥出
人才的最大潜能，解决和及时处理好每
位员工的后顾之忧，中水建管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近年来，切实行动，进行了
系列有益的尝试。思想上进行启迪开
导，公司党支部，时常在广大员工中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党员主题
教育活动，下基层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积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及时发展预备
党员成为党组织成员，引导工作积极，
素质高，能力强的员工向组织靠拢。尽
量安排夫妻另一位到公司工作，至今年
6 月底，已有 8 对夫妇在公司不同岗位
上工作。公司领导多次同浔阳区政府有
关领导协调，多方联动解决了五位员工
的子女读书、入园难的后顾之忧。员工
中有家庭出现困难，家属病重住院治
疗，有红喜事或丧事的家庭，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淦晶，党支部书记淦冬金都
亲自上门亲切慰问，使广大员工深受鼓
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工作的舒心，

领导的关心，生活的称心，是公司广大
员工努力的动力，也是公司留住人才的
制胜法宝。

四、打造一支吃苦耐劳，勇
于拼搏的专业人才队伍

改制后的中水建管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组成的人才专业团队，是支三三型
的人才团队。一部分是原有公司留存下
来的团队，一部分是面向社会，在各大
中专院校招录进来的新生，一部分是从
社会上招募进来的班组专业团队。这样
一支三型合一的专业团队，就要求他们
思想一致，协同作战，因人施才，人尽
其才，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价值，取其
专长，培养新秀，以老带新，打造出一
支敢于吃苦，乐于奉献的专业人才团
队。公司工程部专员欧阳平，在建筑行
业，具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验，近几
年，他带领十来位新进公司的大学生，
在共青城市建筑工地上，以老带新，实
践中指导。他们进驻当地工程项目中，
一呆就是四、五年，为培养一支新的专
业人才队伍，奉献了个人的一份力量。
如今，公司组建的钢筋班组、脚手架班

组、木工班组、泥工班组等安稳而实战
能力强，能出色地完成公司在建的各大
工程建设项目，是公司经营发展中一支
稳定的专业团队。

五、加强海外队伍建设，迎
接新的挑战

新的时代，迎来新的使命。中水建
管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为了不断拓宽海
外工程建设市场的新途径，积极打造一
支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坚持“德才兼
备，人尽其才，爱岗敬业”的选人用人
原则，引进和培养一支适应国际业务发
展要求的人才队伍，采取自我培养、社
会招募、高端聘请等用人模式。近年
来，引进了适应海外工程建设的专业人
才达120多人，成为了海外建设市场一
支不可低估的坚强团队。公司领导团
队，顺势治势，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加
强队伍建设，提高海外市场管理水平和
综合指挥能力，逐势谋局，着眼长远，
紧跟时代的脚步，紧紧抓住与国际接轨
的这根黄金链条，继往开来，探索新的
模式，提升整体竞争力，锐意进取，迎
接新的挑战！

创 新 的 事 业 优 秀 的 团 队
——中水建管国际培育实用性人才的实践与经验

□通讯员 淦冬金 胡传银

示范工地等方面提出了全面推动质
量安全标准化建设的工作要求。

观摩会采取“现场观摩+网络
直播”的方式同步进行，共6.35万
人参与了此次观摩。观摩会主会场
设在由兴泰建设集团承建的兴泰·
东河湾三期项目，中海河山大观建
设项目为分会场。观摩人员对东河
湾三期项目的标准化设施应用、工
法样板区、装配式建筑应用、集中
加工区、楼层实测实量样板、绿色
施工、BIM技术应用、安全体验区
等内容进行了观摩和体验；中海河
山大观建设项目主要展示了被动房

工法、标准化设施应用、BIM技术
应用、实测实量样板、绿色施工等
内容。

据了解，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将
持续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工
程质量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进一步
引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安全意识，
通过常态化组织开展学习借鉴建筑
同行的优秀施工工法和管理经验，
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安全水平，推
动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化建设，打造
更多的精品工程，为自治区建筑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通讯员 孟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