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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地产“大党建”工作体系助力“中部崛起”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于国有企业党组织职能定位的

精辟阐述，自 2011 年，电建地产深耕武

汉市场六载，以构建“大党建”工作体系

为依托，以“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为新常态下提升党建工作的核心

思路，从单枪匹马探索武汉房地产市场的

学习者，到成为影响区域市场的风向标，

从单一楼盘开发到形成 6 年 8 盘的发展格

局，融入中心，服务大局，提质增效，实

现了企业党建与公司发展的共促共赢，一

个年轻央企地产品牌以党建领航，成为引

领湖北人居典范的“电建力量”。

 “党”仁不让 吹响精益集结号

说起“三去一降一补”，除了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电建地产湖北区域的员工

们还津津乐道着另一个版本，即区域党

工委为实现区域公司“从优秀到卓越”

而绘制的一套组合路径。

继 2016 年安全生产“两学一做”、

品质提升“两学一做”等特色党建活动，

2017 年湖北区域党工委正式启动了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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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央企有担当”的锦旗……伴随“喜

迎十九大，共建和谐社区”一系列主题

活动的开展，青年团员们走进社区，为

业主们开展义务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

开辟“社区青年汇”活动新阵地，身体

力行地将“以品质关怀满足客户向往，

以价值提升实现业主梦想”的企业使命

口碑相传。

“工”到自成 汇聚精益大能量

5 月 26 日，一则关于精益“金点子”

的征集令面向湖北区域总部全体员工正式

发布。不同于党建的大局引领，共青团的

寓教于乐，区域工会酝酿多时，一出手便

是击“精益痛点”、提“精益管理”、成

“精益文化”的“制胜三招”。

征集令发布不到一周，工会信箱就

收到了来自综合管理办公室的第一份“提

案”——人事信息管理专业经理祝倩结

合招聘工作实际，写下了关于建立区域

招聘订阅号的创意想法。方案得到了工

会的高度重视和迅速批复，很快，一个

集校园宣讲互动、招聘信息发布、企业

形象塑造于一身的订阅平台破壳而生，

并成为区域公司 2017 年暑期实习生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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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三去一降一补”专项治理活动，制
定出“去库存、去隐患、去自满、降成本、
补短板”的行动总纲领，吹响了精益化管
理的“集结冲锋号”。

党建力量引领之下，一系列具体行动
铿锵落地，“第一战”便由区域总经理亲
自上阵，以一堂干货满满的大课拉开领导
干部以教带学，全体员工以学促做的序幕；
针对新项目落地的“0123 提速计划”也
应运而生，区域各相关部门将工作前置，
全力以赴与时间赛跑，一举实现了硚口内
燃机项目落地成本浪费最小化、效率效益
最大化、核心指标最优化的目标……

6 年来，伴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纵深推进，
电建地产围绕武汉市场深耕，以党建为引
领谋篇布局，以发展为目标凝心聚力，不
仅实现了“澋悦、洺悦、泛悦、泷悦”四
大产品系在武汉的全面落地，“泛悦城”
项目的惊艳问世，更是定义了城市人居新
高度，成为电建地产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
一张新名片。

“团”队作战 全员精益加速中

“内部清晰的权职划分、规章制度

及企业战略能使企业更加有效运转。”“事

实上，像全员营销、全员拓展这样将各

职能部门之间的障碍消除，才能使公司

获得更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这是

电建地产湖北区域总部团总支主办的第

一届辩论赛现场激辩的场景。

“无边界抑或边界清晰，何者更有

利于现代企业发展？”的辩论主题开启

了全员的思辨之旅。正方论说有据的话

音刚落，反方满富创新思维的辨辞已出，

自今年 3 月启动的以“辩”思“精益”

的主题活动迄今已热烈地延续了三个月，

区域各部门、各项目公司 8 支队伍围绕

一系列与经营发展息息相关的现实辩题

展开了十几场论辩，言语争锋和思想碰

撞之中掀起了“精益”思潮，愈辩愈明

的“精益”管理理念也于员工心中萌芽

生根。

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党建”

工作体系为目标，区域团总支还不断探

索凝聚人心、培养员工的新途径，以丰

富多彩的活动带领青年员工践行共思、

共学、共行精益管理之道。“旧书圆新梦”

爱心捐赠活动，为恩施市金茂希望小学

传递知识与爱心；重阳慰老活动获赠新

华街社区老年福利院“热心助老献真情，

北京瑞智创通系统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空白作废的北京市商业企
业 专 用 发 票（ 万 元 版）， 发 票 代
码：111000921111， 发 票 号 码：
04490601 至 04490625 共计 25 张，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瑞智创通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21 日 

遗失声明

的高效助推器。
“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

之力，则无不胜也。” 以“微”创新汇
聚大能量，在“大党建”工作体系之中，
工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汇集员工智慧、推进精益管理、助力降
本增效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除了
开展“金点子”征集活动，6 年来先后开
展了交房评比、安全文明、工程综合管理
等多主题的劳动竞赛活动和一系列创新创
效探索，拿下了“高频容抗式电缆线无线
防盗报警器”国家发明专利，更为推进精
益化管理清障护航，凝聚了人心，增加了
动力。

风起扬帆正当时，党建引领阔步行。
6 年来，电建地产深耕武汉、辐射“中部”，
着力找准党建工团工作与管理提升、战
略发展、生产经营、人才培训等中心工
作的结合点，不断延伸党建工作的内涵
和外延，站在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党建
工作，用全体职工喜闻乐见的方式，将
党建、团建、工建工作有机地融入中心、
服务大局，作为中国电建所属平台公司，
勇担央企责任，向精益管理要效益，拓
展了企业发展的全新市场、开创了企业
党建工作的全新局面。

2017 年 8 月 16 日，第二届再生生命
科学全球合作与发展研讨会暨美宝集团 30
周年庆典在京隆重召开，在深入推进再生
生命科学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回顾美宝集
团 30 年来在再生生命科学领域的突出贡
献，并展望再生生命科学全球化发展的广
阔明天。研讨会暨庆典集聚国内外权威医
疗专家学者、世界知名高校代表、企业领
袖、协会及媒体代表等，就人类共同关心
的再生生命科学领域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
探讨和对话，并在美宝 30 周年庆典氛围
中回顾徐荣祥教授及美宝为再生生命科学
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为再生生命科
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大会以美宝集团30周年庆典为契机，
以再生生命科学全球合作与发展为主线，
重点梳理了 30 年来美宝从 1987 年一家
小型烧伤创疡研究所发展成为目前拥有
70 多个国家市场的再生生命科学领航企
业，从“烧伤湿润暴露疗法”发展成为系
统的人体再生复原科学体系的再生生命科
学发展历程，并将以开放的姿态融入未来
世界化大发展中，不断用再生生命科学为
更多人送去福祉。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出
席了庆典，对美宝成立三十周年暨第二届
再生生命科学全球合作与发展研讨会的召
开表示祝贺，对“每个妇女每个儿童”中
国合作伙伴网络“生命再生”行动正式启动，
美宝组派再生医疗专家团队前往马来西亚
和泰国实施救援等表示肯定，并希望更多
中国企业在国际健康事务中承担责任。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
功·塔帕朗西，美国加州财务长江俊辉、

“成了！”中国铁建地产西南公司办
公区域响起一阵欢呼！

8 月 8 日，随着西南联交所的中标结
果公示结束，中国铁建地产与成都铁路局
旧改中心旗下五块土地的合作开发正式敲
定。这也是中国铁建史上首次与地方铁路
局合作联手打造的地产项目。

据了解，旧改中心系成都铁路局下属
全资企业，其将成都八里庄、重庆中梁山、
贵阳办事处、贵阳东站、贵阳二戈寨五个
项目打包整合，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及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有关
文件规定，委托给西南联合交易所公开征
集合作方。中国铁建地产凭借雄厚的实力
一举夺魁，并掌握操盘权。

“这真是一桩大买卖！”西南公司副
总经理廖玲辉难掩兴奋之情。据西南联合
产权交易所发布的招商引资公告显示，此
次合作开发总投资预计将超百亿元。中
标项目所包含的五块地合计面积超过 800
亩，计容开发面积近 125 万平米，超过

美宝集团30周年庆 
致力推动再生生命科学发展

一次性揽入800亩地 
中国铁建地产创新拿地结硕果

美国加州众议员 Phillip Chen 等出席了
大会庆典，祝贺美宝集团成立 30 周年，
并讲述了美宝在美国、泰国等推进再生医
疗技术、再生生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洛杉矶州立大
学、南加大等知名院校的学者以及来自中
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再生医疗专家，
就烧伤创疡再生医疗技术及再生生命科学
的诞生、发展和体系形成作了交流和总结，
肯定了其在皮肤器官损伤领域的突破性贡
献，并倡导继续秉承尊重生命、顺应生命
的理念，将徐荣祥教授再生生命研究的科
学遗产，进一步传播到全世界。

为了推进再生生命科学世界化发展、
提升再生生命学术基础与临床研究，加强
国际学术影响力，提高国际科学话语权，
美宝联合哈佛大学医学院成立了“徐荣祥
再生治疗中心”，联合南加州大学戴维斯
老龄学院建立了“徐荣祥再生生命科学中
心”，联合南开大学成立了“徐荣祥再生
生命科学中心”，并冠名成立了加州州立
大学洛杉矶分校“徐荣祥健康与公共服务
学院”与“徐荣祥生物科学创新中心”等。
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外科教授、

2017 年上半年中国铁建地产在公开招拍
挂市场所获 6 块土地计容开发面积的总和。

随着房地产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房企
在传统招拍挂市场拿地成本一路攀升。据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4 日，2017 年全国 50 大热点城市合计
出让土地金额 7645.3 亿元，较 2016 年
同期的 4986.4 亿元上涨了 53.3%。“招
拍挂市场就是比价格，甚至更多的是赌
预期。土地经营要从源头上控制风险，务
必要从公开招拍挂市场拼价格转向外围市
场拼经营。”中国铁建地产总经理倪真在
2017 年土地经营工作会上如是说。

该项目的获取是中国铁建地产拓展拿地
方式的典型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存在大量
城市核心区域土地可以进行旧城改造，土地
储备资源较为丰富，且获取土地的成本相对
较低。在本次合作中，由于铁路局土地溢价
是通过后期利润分配的方式实现，大幅度减
少中国铁建地产前期土地成本投入。同时，
项目采取一二级滚动开发，成本可以分期投
入，能极大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能促成此次创新型土地合作，一方面
依靠密切的高层互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哈佛大学 BIDMC 徐荣祥再生治疗中心顾
问 Elliot L. Chaikof 表示，徐荣祥医生
无论是作为外科医生、研究者，还是美宝
集团的创建者，其所做出的众多的杰出贡
献都将被那些有幸在哈佛大学徐荣祥再生
治疗中心工作和学习的人们在未来的日子
里代代传颂。这个中心将融汇东西方医学
的精髓，成为新思想、新药物和新技术的
孵化园，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修复、重建
和替换。

美宝集团董事局主席徐鹏表示，从
国际行动、国际平台到国际研究基地的
构建，这一切构成了美宝推动再生生命
科学世界化发展的生态系统——涉及科
学学术链、经济链、资源链的国际大平台，
美宝将继续为再生生命科学的世界化发
展努力。

本次研讨会暨庆典的成功召开，将进一
步推动再生生命科学的发展，在世界范围
内构建更宏大的再生生命科学体系，搭建
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学术科研平台，让中国
的再生生命科学研究成为世界生命科学发
展的重要一脉，让中华医学的精华走入世
界千万家，让科学的福祉惠及更多患者。

公司总裁庄尚标亲自带队两次与成都铁路
局进行会谈；中国铁建地产主、分管领导
也是多次与成都铁路局进行接洽磋商；另
一方面归功于中国铁建地产西南公司长期
卓绝的努力。

早在 2015 年 9 月，西南公司已经成
立专门组织机构，从班子成员和人才队伍
中抽调人员主抓合作项目。“我们是以服
务甲方的心态服务合作伙伴。”廖玲辉介
绍说，“急事、难事我们主动往身上揽，
把自己当作铁路局的跑腿人员”。中国铁
建地产在早期即与成都铁路局旧改中心成
立平台公司，提前介入开展前期一级土地
整理的相关工作和二级开发论证，在政府
沟通、方案规划、资金投入等多个方面协
助铁路局推进合作开发。

历经近两年的艰苦经营，中国铁建地
产在协同经营、创新拿地再次结出硕果，
一次性揽入 800 亩土地，有效地补充土
地储备，对“十三五”战略目标实现具有
重要支撑作用。“我们真正的优势是曾经
在施工企业练就的一身赖以生存的经营本
领和股份公司系统强大的经营网络。”中
国铁建地产总经理倪真说道。

美宝集团 30 周年庆典现场

“怎么样小李子，现在的政策好不

好？”“好啊，当然好！国家政策好，企

业把富造。每日打卡不可少，工资一分跑

不了！跑不了！”日前，由中建海峡总承

包公司员工自编自导自演的劳务实名制微

话剧《无欠薪 筑和谐》在分公司项目策划

会上精彩上演。

微话剧通过项目新务工青年小李的视

角，生动描绘了劳务实名制管理过程中的

小趣事，切实展现项目劳务实名制管理的

具体要求和举措，令人耳目一新。

“用这样创新的形式来展现实名制管

理，效果非常好，值得我们在各个项目推

中建海峡总承包公司
劳务实名制微话剧精彩上演

广。” 中建海峡项目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

友伟在观影后表示，微话剧形式新颖，形

象宣传了劳务实名制管理的各方面内容，

值得肯定。

据悉，福建省住建厅近期发文《关于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劳务实名制管理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施工单位规范劳务用工管

理，切实维护企业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本次中建海峡总承包公司出品微话剧，旨

在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教育广大职工落实劳

务实名制，保障企业及员工个人权利。接

下来，中建海峡总承包公司将以微电影的

形式在各项目农民工夜校播放本话剧，对

农民工进行教育宣贯，全方位落实建筑劳

务实名制。

武术名家何伟先生祖籍安徽，作为政
协委员，他多年来积极帮助家乡贫苦老百
姓，始终关注群众的生活，受到家乡人民
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何伟先后花费几十万元，多
次先后到家乡及周边市县的贫困户家中看
望慰问并且送去礼品和慰问金。 

日前，记者有幸见到了作为民间武术
传承人出席中韩武术文化交流归国的何伟
先生。据介绍，何伟出生于武术世家，爷
爷何彦青酷爱武术并修炼心意六合拳，为
整个家族营造了良好的习武氛围，何伟从
小跟随爷爷与父亲习武，自幼打下良好的
武术功底。随后，他拜多位老师研修心意
六合拳及其他各类拳术，并且经常到全国
各地与心意六合拳名家及其他武术名家进
行学习交流，深得一些武术名家和社会各
界人士的青睐。 

何伟向记者介绍，武术在我国有悠久
的历史 , 它是以技击为内容 , 通过套路、
搏斗等形式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的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武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
体育项目 , 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
宝。它起源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 ,
严酷的生活条件 , 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
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中国武术博大精深，
武林界各门派对武术都有自己的独到见
解，各门派内部虽然所授艺有所不同，
但是世界大同，在拳理和传承方面都有
相同之处。 

据何伟的弟子介绍，何伟先生目前在
全国各地收授弟子已有一千多人，为发扬
良好的武术传统及引导群众强体健身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何伟曾多次参加国内武术比
赛交流，良好的武术修养，赢得了武术界
人士的点赞。2014 年 4 月获得中国武术
协会授予的国家武术段位五段、裁判员和
教练员，2014 年 7 月全国心意六合拳研
讨会暨演武大会四把锤与十大形项目“一
等奖”，2014 年 7 月 3 日担任环球武术
协会副会长，2014 年 9 月 10 日加入中国
武术协会会员。近年来，并多次被搏击争
霸赛组委会邀请担任赛事总顾问。 

何伟先生荣誉很多，但是，他没有忘
记家乡的贫困群众。据介绍，近年来，他
积极看望或者慰问家乡贫困户群众和驻地
官兵，受到家乡人的一致好评。 

2016 年 9 月，王定国前辈为何伟题
词“武术世家”，并对何伟先生的武术传
承精神很是认可。何伟的良好素养也赢得
了《国防时空》杂志社的招手，该社同时
聘请进入预备役的何伟为副总编辑。 

他准备筹办一个大型的武术基地，把
自身所学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练
武术的快乐。 

何伟告诉记者，他有责任和义务把中
国宝贵的武术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国
内外人士了解中国武术文化，增强意识，
提高身体素质，这是他一生的追求。 

武术名家何伟的家乡情怀

何伟在给群众扶贫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