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进一
步完善人才储备，日前南咨中心积
极启动 2019 年度人才招聘工作，
面向社会招才引智。

4 月 21 日上午，在集团人资
部和综合办的指导协助下，中心进
行了 2019 年度人才公开招聘笔试
工作。经集团批准，2019 年度南咨

中心计划招聘 8 个岗位共计 18 人
入职，本次针对其中 7个岗位进行
现场笔试，共计 74 人参加，分四
个会场进行。后续，南咨中心将按
照笔试排名筛选入围候选人参加面
试，最终为企业选拔出素质过硬、
能力突出的精英人才。

综合业务部  王力荔

我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没
有严格的家规家训，要说家风，就
是小时候母亲教我认识的第一个
字——“善”。虽然成长过程中家
人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这个字的含
义，但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自己
的亲身经历中，我逐渐理解并感受
到这股家风的能量。

一

9 岁那年我和母亲在路边菜农
处买菜，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妇女
眼睛通红，不断唉声叹气，后来得
知这位农村妇女卖菜的时候收到了
假币，母亲二话没说给了她一些零
钱。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去菜场买
菜，又遇到这个熟悉的妇女，她一
眼认出了我母亲并叫住她，非要送
我母亲一袋鸡蛋以表感谢。母亲说，
那么冷的天，看到她着急的样子有
点难过心疼，只想着让她早点回家
而已。

那个时候，我明白，善是一种
共情和感同身受。

二

上大学的时候，某年中秋节，
我把家里寄过来多的一份月饼送给
了宿管阿姨，她先是一愣，然后咧
着嘴笑了有 20 秒，在与她的聊天
中了解到，她的丈夫孩子常年在外
地，已经很久没有全家人一起过中
秋节了，我的月饼让她回忆起了团
聚的快乐。我突然意发现，原来自
己一个小小举动却能够给别人带去
如此的温暖。

那个时候，我明白，善是一种
分享和给予。

三

工作后有一次乘公交车，车上
一个老人带着一个胖胖的智障孩
子，小孩一直在自言自语，到站下
车时小孩突然大呼小叫起来“爷爷，
快下车！快下车！”等爷孙俩下车
后，车里几个打扮精致的妇女议论
纷纷“就是个傻子”“下车就下车，
叫什么叫，毛病不清”“没办法，
希望他以后不要杀人就好”……站
在她们身旁的我觉得嘲讽声如此刺

耳。在我看来，智障儿童是一群“折
翼的天使”，我们不应给他们贴上
问题化标签，至少我观察到小孩可
以在语音报站前清晰地说出下一站
的名称，至少我看到他过马路会牵
着他步履蹒跚的爷爷的手。

那个时候，我明白，善是一种
尊重和接纳。

或许是受到家风的影响，大学
我选择了社会工作这个很冷门的专
业，但是我很感激自己学了这个专
业，因为它教会我用优势视角去发
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带着一颗宽
容的心善待这个世界。现在，我努
力保持“善”的习惯，在生活和工
作中与人为善，去享受“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的快乐。

孔子说：“维善为宝。”孟子
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我
很自豪自己的家风虽是简单的一个
字却包含着高尚的智慧。

杂志社  周芸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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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建设

南咨中心简报

优秀家规家训和家风故事征集活动

南咨中心召开 2018 年度组织生活会
暨民主评议党员大会

根据集团党委通知要求，南咨中心党支部于2019年 3月 5日组织

召开2018年度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大会。党支部书记宋晓杰同

志主持会议。

会上，宋晓杰同志代表支部班子向全体党员汇报支委组织生活会

召开情况，并报告2018年度支部工作总结及问题检查，随后认真开展

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发言环节中，党员同志紧密联系个人作风实际和

具体工作，查摆问题，都能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火花碰撞，批评做到了开门见山，不回避矛盾，触及思想深处和问题

实质；自我批评做到了认真揭短、大胆亮丑，态度诚恳，勇气可嘉，

总体上达到了“互相提醒、红脸出汗、加油鼓劲、推动工作”的预期目的。

此外，为确保本次组织生活会的高质量召开，南咨中心党支部对

照要求，深入研究，制定方案，分别于2月 27日先行召开党员集中学

习大会，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试行）》文件内容；集体收看了纪录片《孤岛 32年》视频。

2月 26日至3月 1日期间对全体党员广泛开展谈心谈话工作，诚恳听

党员集中学习大会 视频学习 党员集中学习大会 文件学习

支委组织生活会  年度工作汇报 支委组织生活会  问题查摆整改

集团笔试考场现场情况

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大会

南咨中心启动 2019 年度人才招聘工作

我的家风故事：“善”的力量

工作动态

取每位党员对支部工作和班子成员的意见

建议。3月2日专门召开支委组织生活会，

通过会前谈心、意见征集、会上讨论，班

子成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南咨中

心党支部2018年度组织生活会班子对照

检查报告（征求意见稿）》。

宋晓杰同志表示：要把本次会议成果

转化为真正推动改革发展、公司发展的有

效手段，为积极投身江北新区建设事业发

挥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应有力量。

综合业务部  王力荔

集团笔试考场现场情况集团笔试考场现场情况

人才引进

真履行“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宗旨，
紧紧围绕协会开展工作，不负使命、戮力前行，为
建立健全工程造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促进南京

地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
的努力！

南咨公司造价部  王巧丽



南咨中心在“和县融入南京江北新区发展规划”项目招标中顺利中标

南咨中心全面开展工程咨询单位资信申报工作

抓学习明思路凝共识

掌握规则  指导工作

南咨中心顺利中标南京市建邺区发展和改革委
前期评估咨询机构入库项目

《高新区北部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顺利通过评审

2019 年 4 月 9 日，安徽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
《和县融入南京江北新区发展规划》项目进行竞争性
磋商。我公司积极组织、团结协作，完成了投标文件
的编制工作，并在此次项目招标中顺利中标。

和县与南京江北新区同处长三角地区、南京都市
圈，共同承担着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的重任。以“大江北”的战略思维
编制此规划，借力借势南京江北新区建设，实现两地
发展规划互融、基础设施互联、产业发展互补、要素
资源互享、人文交流互通，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具有重大意义。

规划发展部  袁艳华

根据《2019 年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中国工程咨询协会 2019 年第 3 号），日前
2019 年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信评价工作正式开始，我公司将初次申请甲级专业资信评价。为了更好理解和掌

2019 年 4 月 16 日，南咨中心顺利中标“南京市
建邺区发展和改革委前期评估咨询机构入库服务”，
成为南京市建邺区发展和改革委前期评估咨询机构，
并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签订合同。本次政府评估机构
的入库，是为南京市建邺区政府投资项目建立投资风

险约束机制，规范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
南咨中心按照“助力建邺区建设、全面服务建邺区发
展和改革委”为原则，成为建邺区政府的辅助决策机
构。

    企发部   黄寅

3 月 18 日上午，南咨中心下属子公司南京《改革
与开放》杂志社编辑部召开专题学习会，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 3 月 16 日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杂志社员工认真学习了文章内容并分享了学习心
得，一致认为，文章对深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进一
步做好新形势下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工作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大家围绕杂志社发展现状就传统学术
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员工表示，在“互
联网 +”背景下推进学术期刊媒体融合，仍要发挥学
术期刊的阵地优势，重视内容服务，要依托新媒体平台，
强化资源传播的多样性，要正确进行线上线下宣传，
提升期刊品牌特色和影响力。

杂志社  周芸婧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导则》等文件相关内容
进行调整的通知”，招投标代理部于 4 月 2 日组织集
体学习，共同就苏建招办 [2018]3 号文、苏建招办
[2018]4 号文、苏建招办 [2017]7 号文进行了研讨和

交流。参会人员各自提出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和处理办法，形成共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招标部  章丽莉

2019 年 4 月 19 日，南京江北新区公用资产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组织专家对南咨中心联合编制完成的
《南京市高新区北部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进行了评审。专家组成员包括南京市水务
局、江苏省建筑设计院、中南设计院、南京市生态环
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领导以及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
学和南京科技职业学院相关专业的教授。

会上，江北公用公司介绍了项目基本情况，南咨
中心对可研主要内容进行了汇报，专家组对可研报告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可研报告顺利通过专家评审，项
目的实施对于提高江北新区污水处理能力、保护水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事业部 蔡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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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开展媒体融合专题学习

握相关政策，进一步领会文件要求，
保证申报工作质量，公司总师办有
关人员近期参加了江苏省工程咨询
协会举办的资信申报业务座谈会，
并已全面展开公司此次甲级专业资
信申报工作，力争通过评审取得相
关资质。

总师办 侯杰

不负使命  戮力前行

南京市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第七
届会员大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南
京九华饭店紫金厅隆重召开，南咨
中心所属南京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由
第六届理事会作了工作报告，同时
组织并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南京南咨作为第六届的会员单位，
通过四年的不携努力，从 196 家南
京市造价企业中脱颖而出，全票通
过升任南京市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第
七届理事单位。

值此换届之际，南京南咨将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