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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建学院助推发展意义重大 
 

在年初召开的扬州全市建筑业大会上，市委书记谢正义提

出，作为扬州基本产业之一的建筑业，应当建立自己的学习科研

类机构，为建筑业的创新发展推波助力。这与江苏华建的发展战

略不谋而合，在年前的调研活动中，华建联盟主席、华建董事长

陆金龙就建议以现有的扬州建筑中专校为基础，组建设立华建学

院，依托华建企业文化，围绕企业发展战略，以构筑全员培训体

系为基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重点承担内部员工培训的外

向型企业学院，通过企业文化的导入和企业学习习惯的培育，形

成学习管理中心、人才发展中心、企业传播中心和知识分享中心，

推动企业战略规划的实施，促进华建、华建联盟、扬州建安商会

和行业企业的发展。华建学院以创建建筑行业一流的企业学院为

愿景，以成为传播华建企业文化、培育华建及其联盟单位精英团

队的殿堂为使命，功能定位于四个方面：华建人成长的阶梯；华

建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华建及联盟单位管理团队学习、研讨、决

策的中心；扬州建筑业培训服务特色基地。 

企业培训的诞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从最初的师带徒到以计

划性的技能培训为主的传统培训，发展到以 GE 培训中心为标志

的现代管理培训，以及后来出现的以摩托罗拉大学为标志的全价

值链培训，目前全球企业大学（学院）的数量已超过 4200 所，

财富 500 强的企业有 70％都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大学（学院）或

研究院，成为成人职场二次教育及终身学习的重要平台，形成企

业知识管理、人才加工、市场竞争的智力平台，也成为企业实现

战略规划的有力武器。如此说来，华建学院的组建，是企业做强

做大的必由之路和最佳选择，对华建联盟、建安商会和建筑行业

的发展都是一大幸事。祝华建学院圆满成功！ 



                                                                   市场瞭望 

 5

两会权威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房市”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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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纷纷扰扰

的“房市”中，每个人

的“安居梦”如何圆？

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给出了调控思路：“针

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

控”“抑制投机投资性

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 

  5 日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

中，也强调“落实好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推

动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这一

系列措施将力促房地产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政府的调控思路

非常清晰。”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七院副院长窦晓玉指

出，从民生属性来看，

房地产是必需品，从市

场属性来看，房地产是 

投资品。从保障人民

“安居梦”来看，在房

价居高不下的今天，必

须首要保障房地产的民

生属性，完善住房保障

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住

建部副部长齐骥告诉记

者，不同历史阶段要进

行不同的房地产调控。

目前，除了抑制投资性

需求外，还要增加供给。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

出，启动不动产统一登

记及做好房地产税的立

法相关工作。 

  “推进房产税改

革，就必须立法先行。”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

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贾康指

出，开征房产税必须要

先建立全国不动产信息

联网体系，这些举措都

将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深

远。 

  “总体来看，政府

是要构建以市场为主满

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

应体系。”全国人大代

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指出，在房地产市场调

控中，政府将更多依靠

市场手段，同时加大保

障房供应，加快解决中

低收入群众基本住房问

题。 

  针对保障房的分配

和资金问题，政府工作

报告还指出，“创新政

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

工具”“保证公平分

配，完善准入退出机

制”。 

  “每个人、每个群

体的‘安居梦’都得到

了政府的重视。”窦晓

玉说。 

  “房地产仍然面临

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和社

会分化等问题。”蔡继

明指出，政府要继续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让城乡居

民都能圆“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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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赴有关单位开展调研活动 

 

今年以来，联盟相继到有关成员和观察员单位开展调研活动。2

月中旬，联盟秘书处工作人员先后到扬州意匠轩园林古建筑营造有限

公司、扬州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机环建建设有限公司、江苏长江

钢业重工有限公司、江苏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江苏银河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等联盟成员、观察员单位进行调研。各单位董事长介绍了本

单位的发展现状，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加强联系交流、促进项目合作

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将积极支持和参与联盟相关活动。唐卫东秘书

长向各位董事长汇报了联盟今年重要活动的初步安排方案，对他们给

予联盟的关心、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秘书处一定为所有联盟

单位尽心尽力地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为华建联盟大家庭的发展壮大

作出更大努力。 

3月中旬，联盟常务负责人吴士茂、秘书长唐卫东分别到联盟成

员单位宜昌焦点工业园有限公司、江苏华建下属湖北分公司、重庆分

公司以及观察员单位重庆龙攻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考察调研，听

取意见，同时考察了华建宜昌分公司总包施工的兴发广场项目和重庆

分公司总包施工的佳程广场项目，并与一同赴渝的联盟成员单位扬州

市政和中机环建负责人就共同参与合作建设四川广安区官盛新区 BT

项目进行了调研。 

联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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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建筑业发展大会 

华建联盟多家成员单位获表彰 

 

2 月 7 日上午，扬州市委、市政府

召开全市建筑业发展大会，总结 2013

年全市建筑业工作并部署 2014 年工

作，会上表彰了一批 2013 年度先进企

业和先进个人。华建联盟多家成员单位

获得表彰，建工控股公司荣获市政府建

筑业目标管理奖二等奖；江苏华建、扬

建集团、邗建集团、江建集团、扬安集

团、华宇装饰、日模邗沟、仪征建设、

江苏银河等 9家联盟单位被表彰为

2013 年度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企业；江苏华建因承建的秦皇岛数谷大厦项目荣获

2013 年度鲁班奖而获得市委书记谢正义亲自颁发的 10 万元奖金；吴碧桥等分别

隶属于各成员单位的 21 人荣获扬州市建筑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江苏华建总经理宗有农当选“扬州市十大功臣” 

 

在 1 月 12 日晚扬州市委、

市政府召开的 2014 新春团拜暨

城市荣誉表彰会上，江苏华建副

董事长、总经理宗有农当选为

“扬州市十大功臣”，扬州市委

书记谢正义为宗有农颁奖。 

“十大功臣”由市委、市政

府成立专门的评选工作办公室

每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二届，

重点表彰在“三个扬州”和世界

名城建设重大工作任务中和招

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改变城

乡面貌、改善民生等经济社会领域涌现出的贡献突出的先进典型。评选办公室认

为江苏华建是深圳改革开放30年表彰的两个外来企业之一，2013年建筑业总产值

超过200亿元，2012-2013年度获3项“鲁班奖”，在全国建筑业排名比上年上升

28位，是扬州建筑业的龙头标杆企业。宗有农总经理驻前方一线工作20年，为江

苏华建和扬州建筑业的市场开拓作出了突出贡献。 
 

联盟动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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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建集团承建的邗江中专新校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 

 

   

2 月 9 日，由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邗江中专新校区、邗江体育中心、

邗江人社技能培训中心迁建工程开工典礼在位于扬子津科教园南侧、扬瓜路东侧

的新址上隆重举行，区委区政府四套班子领导，邗建集团和城建公司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了仪式。 

  邗建集团董事长范世宏在致辞中表示，邗建集团将始终坚持“用我们的智慧

和汗水向社会奉献精品”的质量方针，精心组织、规范管理、文明施工，全力确

保工程质量创优、如期交付、业主满意，以一流业绩回报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重

托，回报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望和支持! 

据悉，邗江中专新校区规划占地150亩，建筑面积5.05万平方米，含教学区、

实验实训区、办公及图书综合区、宿舍生活区等，可供3500名学生就读,新校区

还将整合邗江体育中心、人社技能培训中心，建成后将拥有400米标准塑胶田径

场1个、篮球场6个，以及5000平方米职业技能培训楼。未来，邗江中专有望成为

邗江首所“四星级”中等职业学校。 

联盟动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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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安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江苏扬安集团有限公司 1956 年建企，于 2012 年 9 月 1 日由原市

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彻底改制为纯民营企业。公司现基本情况如下： 

经营规模。集团注册资本 3 亿元，净资产 5 亿元，年经营规模

50 亿元，年创利税 1.5 亿元，下辖 10 个安装施工分公司，1 个建筑

总承包分公司，10 个副营业务子公司，产业覆盖机电安装、房屋建

筑、房地产开发、银行金融、电梯和制冷设备制造、建材和设备营销

等行业，市场遍及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环渤海、东北和西南等

多个经济热点区域以及海外，在全国 30 多个区域中心城市设有分公

司和办事机构。 

企业资质。集团是首批就位国家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企

业，具有房建总承包一级资质、市政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化工石油

管道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以及机电、消防、电梯、锅炉、钢结构、

智能化、建筑劳务等专业承包的最高资质，同时拥有净化、高压电气、

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诸多高等级配套施工资质和境外总

承包工程资格。 

工程创优。集团累计创 23 项“鲁班奖”工程，2012 年获中国建

筑业协会“创鲁班突出贡献”表彰；另取得“国家优质工程银奖”13

项、“中国安装优质工程奖”9 项、其他省市级“优质工程奖”300 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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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集团创国家施工和验评标准成果 1 项，创行业标准成

果 1 项，创省级工法成果 3 项；扬安集团旗下电梯子公司是国家智能

和节能电梯研发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一万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是

新型环保节能空调的省级重点科研企业，先后取得 2 项国家“发明专

利”成果、35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成果。 

人力资源。集团在册职工 1500 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900 多名，

高中级职称人员 400 多名，一二级建造师 200 多名，技师以上职称操

作层骨干 400 多名，长年合作的劳务分包单位 120 多家，长年使用的

劳务工 7000 多名。 

企业荣誉。集团 2013 年位列“中国建筑业成长性百强企业”第

72 名、江苏省“安装十强企业”第 4 名，连年保持“中国优秀施工

企业”、“中国安装行业先进企业”、“江苏省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

“江苏省安装行业最佳企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史可法路 19 号 

邮编：225002      电话：0514-87331487     传真：0514-873433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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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工作做到位 

 

1.汇报工作说结果 

不要告诉老板工作过程多艰辛，你多么不容易！老板不傻，否则

做不到今天。举重若轻的人老板最喜欢，一定要把结果给老板，结果

思维是职业经理人的第一思维。 

2.请示工作说方案 

不要让老板做问答题，而是要让老板做选择题。请示工作至少保

证给老板两个方案，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否则老板让你来干嘛？ 

3.总结工作说流程 

做工作总结要描述流程，不只是先后顺序逻辑清楚，还要找出流

程中的关键点、失误点、反思点，工作条理化是职业经理人的基础技

能。 

4.布置工作说标准 

工作有布置就有考核，考核就要建立工作标准，否则下属不知道

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合适的。标准既确立了规范，又划定了

工作的边界。 

5.关心下级问过程 

关心下属要注意聆听他们的问题，让其阐述越详细做好。关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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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就是关心细节，明确让下级感动的点和面。 

6.交接工作讲道德 

把工作中形成的经验教训毫不保留的交接给继任者，把完成的与

未竟的工作分类逐一交接，不要设置障碍，使其迅速进入工作角色。 

7.回忆工作说感受 

交流多说自己工作中的感悟，哪些是学到的，哪些是悟到的，哪

些是反思的，哪些是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