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南咨中心完成了 2018

年度的工作考核，创新业务部在

2018 年度工作考核中被评为公司

级优秀部门。

自改制以来，创新业务部在

做精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不断积

极开拓创新业务领域，扩大业务

覆盖面，2018 年该部门共完成传

统工程咨询类项目 45 个，涵盖

可行性研究、项目申请、节能、

节能评审、产业规划、中期评估

等多种报告类型。在创新型业务

方面，主要对政策研究、企业发

展战略规划、课题研究和金融咨

询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年度优

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集团及公

司领导的正确指导和高度重视，

以及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与支持，

创新业务部将以这次评比为契

机，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为加快

公司业务转型发展做出最大努力。

创新业务部  朱霞

面对大千世界的多彩变化和

现代社会的极速发展，我时常会

想、会问：人心是什么？它有价

值吗？它可以衡量吗 ? 它能用于

交换吗？

在工作的长河里和生活的琐

事中，人们都很企盼能随心所愿，

心想事成，甚至心比天高……但

问题是在现实的境遇中，谁能不

受左右，真正做到心如初始，真

心不变。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古时候有这

样一则故事：一人带着 100 两黄

金来到一位判官家里，为他犯罪

的儿子求情，判官摇摇头说：“不

行，我会感到可耻的。”这人以

为判官嫌钱少，第二次又带了

500 两黄金去求情，没想到判官

还是摇摇头：“不行，我会感到

可耻的。”第三次，这人带上了

1000 两黄金，迎来的却是判官的

淡然一笑：“你知道我那颗知耻

之心的价值吗？”行贿者以为判

官是贪得无厌，急了：“这 1000

两黄金买你那颗什么心，足够了

吧！再想多要，我也不给了。”

判官拍案而起：“我的这颗知耻

之心价值连城，它是无价之宝。

你说，你买得起吗？”最后，犯

人被依法判决。

“知耻之心金不换”！故事

中的判官用他的人格诠释了一颗

正直、无私、清廉之心的价值。

在当前营造“强富美高”新

南京建设的氛围中，在积极参与

到江北新区高质量新跨越的大发

展大作为之际，提供工程咨询服

务和保障，是有荣誉感的，有责

任的，有压力的；同时，也是有

利益的，有风险的，有诱惑的。

我感到工程咨询业务，有时游走

于原则规范与擦边踩线之间的自

制把控，理性认知与投资冲动的

对撞融合，常识判断与主观决策

的博弈比拼……不受影响，不受

干扰，不受诱惑，依然心无旁骛，

心如止水，方能不辱使命，为江

北新区的更大发展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绵薄之力。

不忘初心，我心依旧！

南咨中心综合部  龚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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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建设

南咨简报

南咨中心积极参与市长江办长江大保护工作

集团党群工作部、纪检监察室到南咨中心指导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

我心依旧

2016 年 1月和 2018 年 4月，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重庆和武汉

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

调了一个前进方向、明确了一个

首要规矩，即“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

南京是江苏省唯一一个跨江

布局的城市，是长江进入江苏的

“第一站”。近年来，南京在“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想指

引下，工作布局加快展开，工作

实践不断拓展。为了加快建设好

绿色生态带、转型发展带、人文

景观带、严管示范带，6 月 14 日

上午，由市发改委（长江办）牵头，

带领南咨中心、长江环保集团赴

市水务局就江心洲污水收集系统

主通道应急消险工程、城南污水

处理厂扩建工程、南京市主城区

应急水源建设工程、秦淮东河一

期工程四个拟合作项目进行会商。 

会上，南咨中心总经理宋晓

杰强调了上述四个拟合作项目的

2019 年 6 月 27 日下午，集

团党群工作部部长朱红霞，集团

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李

炜，集团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张建

云等一行 4 人莅临南咨中心指导

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

南咨中心党支部各支委分别

就单位改制划转以来的业务工作

情况、支部工作总体情况、党风

廉政建设情况、青年工作开展情

况、宣传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工

作开展情况等方面做了汇报。

集团一行对南咨中心党建工

作进行了了解和询问，并查阅了

相关台账。朱红霞部长和李炜书

记充分肯定了南咨中心在基层党

建和党风廉政方面做出的成绩。

李炜书记对南咨中心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三点要求：1、把党风廉

政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安

排、同考核；2、完善制度建设，

在制度完善基础上，规范执行，

形成特色；3、把党风廉政和警

示教育内容纳入主题党日学习。

朱红霞部长希望南咨中心在新的

起点对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同

样提出了三点要求：1、党建基

础做实、做新、做强；2、善于

将上级布置转化为具体工作，善

于将基础工作转化为特色，善于

将原则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

动；3、做好梯队建设和中层干

部培养，为集团输送人才。

综合部  王力荔

“清心末利，守正创新”廉洁从业主题征文——扬子集团成立五周年征文

重要会议

创新业务部荣获公司级优秀部门

荣誉殿堂



为进一步落实蓝绍敏市长关

于打造长江经济带发展“严管示

范带”“五个一”中“整合一支

队伍，以协同落实严管”的指示

精神，探讨建立完善长江综合执

法机制的实现路径，打造一支富

有南京特色的联合执法、综合执

法队伍。根据南京市政府主要领

导要求，南京市发改委（市长江办）

启动“建立完善长江综合执法机

制”课题研究。

根据工作安排部署，2019 年

6月 24日下午，南京市发改委（市

长江办）会同南京市公安局、生

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

农业农村局、绿化园林局、南京

海事局、南大五维以及南京工程

咨询中心有限公司赴江北新区管

委会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专题调

研工作。会上，江北新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介绍了建立综合执法机

制、成立执法队伍、权力清单、

执法成效等相关工作经验和设想。

各参会单位围绕破解“九龙治水”

难题、界定长江综合执法范围和

对象、明确综合执法权责边界、

建立综合执法信息共享平台等问

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

规划发展部  王晶

为满足人岗匹配度，选拔出

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工程咨询工作

岗位，在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南咨中心通过笔、面试层层筛选，

最终以“拓展考核”的方式，对

脱颖而出的 16 名候选人进行全

方位、多维度的专项考察。

6 月 3 日，在集团人资部全

程参与指导下，南咨中心于紫金

山开展户外拓展考核工作。早上

7 点起，候选人们依次完成了集

合组队、分组热身、登山爬坡、

移塔游戏、急速 60 秒任务以及

室内项目复牌分享活动。16 名候

选人充分展现出积极进取、乐观

向上的精神风貌，在体验着奉献、

协作、勇气带来的成功喜悦后，

每个人都深刻感受到“团队无间”

的精髓，以及作为团队中一员所

要承担的责任，深刻体会到沟通、

理解、信任、互助的重要性。

本次拓展考核将“户外登山

做任务”与“课堂复牌经验分享”

有效结合，以体验式考察为抓手，

全面考核了拟招聘人员的体能素

养、仪表仪态、团结协作精神、

组织领导能力以及思维逻辑运用

等综合素质，为南咨中心的人才

聘用提供了有效参考。

综合部  王力荔

南京市发改委评审中心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在南京晓庄学院

方山校区，组织专家对南京工程

咨询中心有限公司产业资环部承

接的新建学生宿舍和实验实训楼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审。

会议开始前，晓庄学院相关

负责人陪同发改委及评审中心领

导和与会专家们共同踏勘了项目

现场，对项目背景和基础条件做

了细致全面的了解。会上，各位

评审专家及部门领导均对项目的

建设表示了支持，专家组原则同

意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并

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了客观具

体的修改意见。

接下来，产业和资环部项目

组将结合专家意见积极与校方对

接，完善报告修改，推进项目立

项工作。

产业资环部  季正清

6 月 5 日下午，南京工程咨

询中心有限公司举办规划专题学

习讲座。会议由公司总师办筹

备，副总经理陈飞主持，业务部

门黄佳、张媛媛、王佳敏、李蓬

勃四位同事分别做主题分享，内

容为：1. 空间规划体系与市县空

间规划；2.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思路——以榆林为例；3. 新

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展望；4. 国家

“十四五”重点规划课题。公司

各部门员工参加了本次学习，取

得预期效果。本次讲座也作为企

业内部培训计入公司咨询工程师

继续教育学时。

总师办  侯杰

积极参与开展“建立完善长江综合执法机制”专题调研

南京晓庄学院方山校区新建学生宿舍和实验实训楼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评审

南咨中心举办规划专题学习讲座

南咨中心开展人员招聘拓展考核活动

工作动态

工作动态

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表示项目的

实施对于维护城市生态平衡、优

化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极大地突出了

南京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摆在压倒性位置的

决心。南咨中心将积极配合相关

单位，做好项目的前期咨询工作，

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与实施。

创新业务部  朱霞

工作动态

工作动态

工作动态

为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和引领

作用，5 月 30 日，南咨中心规划

发展部一行赴高淳区阳江镇新正

村与村委领导就《高淳区阳江镇

新正社区发展思路研究》征询意

见稿开展研讨交流，并实地考察

调研农贸市场、幼儿园和村委会

等具体项目的选址，从而实现规

划的可操作性。

据陈书记介绍，新正村已于

2018 年底实现脱贫摘帽，此次对

接明确了新正村脱贫攻坚战的成

果，确认了幼儿园和农贸市场的选

址等相关问题，还重点探讨了新正

村道路交通建设的可行性。

陈书记对新正村的远期发展目

标提出了设想，总结了新正村现阶

段发展的困境和难点，希望给予“输

血”和“造血”式帮扶。规划发展

部认真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下一

阶段将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争取在 6 月底提交规划最终稿，致

力于为新正村的经济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

规划发展部  王铭源

南咨中心深入开展新正村项目补充调研和研讨交流

规划部同事与陈书记讨论选址相关问题

陈书记总结困难并提出发展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