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通过对公司内外部环境进行

SWOT 分析，明确提出了企业发展

愿景、目标和任务，通过同类铁投

公司的业务分析和对北站枢纽经济

区战略资源进行梳理，构建了江北

铁投的业务体系，提出了江北铁投

业务板块方向及其协同发展战略；

通过北站枢纽经济区资金平衡测

算，提出了江北铁投投融资谋划思

路，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和企业近期行动计划。参会领导及

应邀专家对项目组整体成果给予了

肯定，并对战略规划研究工作提出

了要求。

创新业务部 朱霞

2019 年 3 月 21 日下午，“薪

火 V 来”党建共建联席会在南京市

公安局刑事侦查局综合楼会议室举

办，集团党群部和南咨中心党支部

负责人作为联盟单位代表出席本次

会议。

龙王庙社区党委书记徐水兰作

了“薪火V来开启新征程携手共建

奋进新时代”的主题报告，从强化

组织延伸、融合联盟资源、创新党

日活动等三个方面总结一年来党建

共建工作的情况，充分体现了党建

工作共抓、组织交融共建、困难群

众共帮、资源整合共享、重大活动

共办、文明城市共创、红色文化共筑、

发展事务共商的良好机制和氛围。

南京市发改委、南京市公安局

刑事侦查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等

18 家联盟单位负责人共同签订了

党建共建协议书，并分享交流了党

建共建工作的经验。洪武路街道工

委书记金宝强作总结讲话，对“薪

火 V 来”党建共建联盟工作表示了

肯定，并期望通过这一平台整合资

源、发挥联盟单位的主动性，支持

区域化党建发展和党建引领社会治

理创新。

会后，全体参会成员参观了市

委宣传部、市党史办明确的红色寻

访点，聆听雨花英烈李耘生的英雄

事迹，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并参观

了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反诈中

心、图侦大队，在红色精神的感染

下，深化对党的认识，牢记党员的

使命与责任。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

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近年

来，南咨中心党支部不断在基层党

建工作上尝试创新，与各条块、各

领域党组织“破除藩篱”、互联互

通，积极参与“薪火 V 来”党建共

建联盟项目的组织策划并成为首批

联盟单位，未来，支部将进一步发

挥特色优势，优化工作机制，打造

党建品牌，通过组织融合、资源融

合、力量融合，推进党建共建新格

局形成，让党建园地“万紫千红”。

杂志社  周芸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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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建设

南咨中心简报

南咨中心开展 2019 年注册咨询工程师继续教育工作

联盟汇力春分日  携手奋进擘新颜
为江北新区重点项目献智助力

为贯彻落实《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2015 年第 25 号令）精神，加强

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建设，健全咨询工程师（投资）

继续教育体系，规范咨询工程师（投

资）继续教育活动，促进工程咨询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工程咨询

协会适应新形势下工程咨询行业管

理和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发展

需要，对《咨询工程师（投资）继

续教育暂行办法（试行）》（中咨

协培〔2015〕16 号）进行了修订，

制定了最新的《咨询工程师（投资）

继续教育规程》，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为此，我中心总师办根据文件

精神，积极做好宣传工作，认真贯

彻落实文件要求，根据单位具体情

况，制定了 2019 年注册咨询工程

师继续教育计划，包括远程教育、

面授教育、企业内部培训等三种形

式，并于 3 月份完成远程教育的组

织工作，保证我中心咨询工程师的

继续教育学时要求，从而通过不断

学习更新专业知识结构，提高我中

心咨询工程师的业务水平和执业能

力，增强执业素养，促进中心咨询

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师办 侯杰

南京江北海港枢纽经济区保税

物流中心（B 型）项目是由南京江

北海港枢纽经济区保税物流中心有

限公司（简称海港枢纽）投资的，

江北新区唯一的海关特别监管场

所，是南京市江北新区对外开放合

作与服务贸易创新的重要抓手和核

心载体。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

区港联动、铁公水联运、进出口保

税物流等功能，是实现南京 “新

港口战略”重要举措和有力保障。

该项目总投约 3.0亿，经招标

比选、专家评审，确定其预算编制

工作由南京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标。2019年 3月 25日，南咨中心

所属南京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周国华与南京江北海港枢纽

经济区保税物流中心有限公司就本

项目预算编制事宜正式签署协议。

本项目的建成不仅对提升南京

江北海港枢纽经济区对外口岸功能

具有重要意义，还为南京打造“中

国航运综合枢纽名城”、“东部地

区中心城市”奠定良好的物流基

础，也为江北西坝港区建设自由贸

易港、积极争取自贸区航运政策提

供有力支撑。南京南咨有信心携手

海港枢纽、中铁四局， 弘扬工匠

精神、延续铁军文化，确保项目顺

利建成！

南咨公司造价部  王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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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核心区地下空间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
2019 年 3 月 21 日上午，南京

市江北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主持

召开了《江北新区核心区地下空间

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专家评审会，

参加会议的有行业内特邀五位专家

以及江北新区经济发展局、行政审

批局、建设与交通局、规划与国土

局、财政局等部门领导及相关人员。

与会专家及参会人员经过充分



工作动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聚焦响水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

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响水，

响水县发改委委托我中心开展响水

县“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

估工作。

规划编制团队多次深入响水县

开展访谈和实地调研，聚焦目标指

标实现、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重

大战略、重点任务、重大改革推进、

三大攻坚战落实情况、重大工程项

目进展情况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通过总结经验、查找短板、分析原

因，对既有发展瓶颈发现新情况新

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并明确规划实

施后半程的重点任务和对策建议。

报告编制过程中，通过多次座谈，

电话访谈等方式征求响水县部门和

各乡镇意见，对响水发展实际及今

后发展任务进行深入探讨。

日前《响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

情况中期评估已提交响水县发改

委，得到发改委的一致认可，并于

3 月 20 日通过响水县人大常委会

审议。

规划发展部 王晶

讨论与询问，一致同意南京工程咨询中心

有限公司编制的《江北新区核心区地下空

间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通过评审，并提

出了厘清二期和一期界面、做好和地铁衔

接工作等下阶段完善的建议。

创新部 张媛媛

市发改委投资处、评审中心于

2019年 3月 9日委托江苏省工程咨

询中心组织对我司产业和资环部编

图 1 响水县市民服务中心 图 2 响水港码头

扬子科创中心一期局部和二期

室内装修 EPC 项目材料价格审核专

题会于 3 月 21 日在科投集团六楼

会议室顺利召开。南京扬子国资投

资集团、南京江北新区科技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南京南咨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建行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建业恒安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等单位出席了本次会议。南咨中

心下属南咨公司负责人周国华在会

上，就本项目的审核情况作了详细

介绍。

自 2018 年 12 月受集团委托以

来，南京南咨公司以《审计署关于

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的出台为契

机，对该项目的材料价格进行了全

面复审。该项目预算送审造价8.66

亿元 , 其中材料价格 5.36 亿元，

项目工艺复杂、投资金额大、任务

紧、要求高。在集团领导的关心与

支持下，公司上下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强内审工

作，凝心聚力，目前已完成项目的

初审与核对工作，核减材料价格约

4000 万元，为该项目节约了投资

成本。

南咨公司造价部  王巧丽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项目初步通过评审

南咨中心成功组织召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风洞实验室
改造工程项目初步设计》专家评审会

评估献策 助力响水

严审细核  初战告捷

受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委

托，南京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组织召开《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风洞实验室改

造工程项目初步设计》专家评审会。

参加会议的有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

务司、项目建设单位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设计编制单位北京炎黄联

合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及建

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

造价等专业的评审专家。会上，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介绍了项目基本

情况，与会专家听取了初步设计文

件汇报，并进行了现场质询。专家

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初步设计文本的

编制深度基本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

规定和要求，同意通过初步设计评

审。

公共事业部   蔡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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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丁家庄院区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专

家评审。多位国内行业权威及我市

相关部门、区参加本次评审会。参

会人员围绕医疗技术、咨询论证和

经济造价等角度进行分组研讨，并

从项目功能定位、医疗流程布局、建

设规模等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该项目作为我市今年推进的重

大民生项目，是近年来我市公共财

政投入规模最大的医疗项目。该项

目的建成将对提升我市城市首位度、

优化基本医疗公共服务布局、增强

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支撑相关

优势学科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经过专家论证，项目可研报告

初步通过了评审，下阶段将根据项

目初步设计方案进行修改完善，为

市妇幼丁家庄院区建设提供依据。

产业资环部   季正清

江北铁投公司组织召开企业发展战略成果专家咨询会

2019 年 3 月 12 日下午，南咨

中心创新业务部项目组在江北铁

投公司组织召开了企业发展战略成

果专家咨询会，扬子国投、新区枢

纽办以及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江苏省铁路办公室、南京大学、

南京市城建集团、南京国资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无锡市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杭州西站枢

纽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领导及专家

应邀听取汇报并提出了咨询意见。

会上，项目组成员详细汇报了

整体研究成果，立足于江北铁投公

司职责定位，以南京北站枢纽建设

为核心，以枢纽经济区产业分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