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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领导高温慰问公司一线员工
2019 版

《内控制度》
正式发布

为深入开展落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

司党支部自 9 月以来，采用多种形式、

多种措施稳步推进主题教育开展，力求

把“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落到实处，提升公司全体党员

党性修养，进一步加强公司党员队伍建

设。（详见第四版）

为推进流程动态管

理，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

流程体系的建设，2019 版

《内控制度》月 8 月 1 日

正式发布运行。

本次修订不仅对流

程本身做了优化，更与实

际建筑行业动态管理的

要求相匹配，因此，2019

版《内控制度》将更好地

规范化公司各项管理工

作，充分发挥流程体系的

作用，使流程管理真正成

为企业持续发展强有力

的推手。

要  闻

今年入夏以来，高温与台风

天气频发，但总有一群人， “身

居高温”，不惧酷暑，他们“迎风

而上”不惧艰险，坚守在项目最

前沿，用汗水和热情诠释着责任

与担当。

为了感谢这些一线项目上

员工的辛勤付出，公司工会启

动” 2019 年高温送清凉慰问活

动”，让员工们感受到来自公司

大家庭的关怀与关爱。今年的

送清凉活动共涉及 22 个在建项

目部，由公司领导、工会委员、职

工代表分别就自己所在项目部

将公司工会慰问品送到一线作

业工人手上。

同济科技党委书记童学锋、

董事长王明忠、总经理张晔分赴

各项目部，慰问一线员工，送上

一份清凉，要求一定要将防暑降

温和抗台避险等安全保障工作

落实到位，同时也要注意劳逸结

合，平安度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列主题教育
——我们一直在路上

党  建



在喜迎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雄

安新区容东电力运维抢修中心工程”项

目举行启动仪式，公司相关领导、项目部

负责人参加开工典礼。

该工程是配合容东片区即将启动的

大规模建设而实施的电力基建配套工

程，同时，在启动区调度生产大楼未完成

前，还兼顾设计规划和建设指挥、体验展

示等多项延伸功能。

项目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牵头，采用EPC工程总承包

模式，我公司作为本项目施工总承包单

位，将全力引导和配合同济设计院完成

采购、施工等工作，并且将充分发挥公司

EPC项目的管理经验，BIM技术应用能力，

以及依托股份公司，与各子公司间的协调

联动能力，确保本项目顺利开展。

协作沟通：沟通的及时性和决策的

协调一致性是 EPC 项目造价控制的关

键，是 EPC 项目管理的重中之重，因此，

公司在项目前期咨询和设计阶段，就开

始与设计院针对图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沟通协调

项目策划：公司针对项目准备阶段

和实施阶段分别召开项目策划会，对整

个项目的实施进行前期准备、施工组织

以及进度、成本、技术、质量、安全、存在

风险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策划，

策划范围将兼顾深度和广度，技术可行

性和经济合理性将始终贯彻在项目整个

实施阶段。 

BIM 技术 : 本次 EPC 项目管理中，

公司将全程运用 BIM 技术，直观分析项

目的总体情况，为项目的管理实施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技术支持。

报告制度：由于 EPC 项目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除了每日报告制度，由同济

建设牵头定期召开EPC项目推进例会和

工程例会，各相关单位定期交流，及时解

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类问题，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解决，及时反馈。

作为国家电网在雄安落

地的首个基建项目，她的正式

启动，对雄安、对国网、对同济

工程总承包，都将是一个意义

非凡的起点。对于同济建设

而言，更是一种全面综合管理

协调能力的考验，也是一次难

得的机遇和挑战。

近日，公司组织开展 2019 年第二季度综合考

评工作，本次季度考评涵盖本市、外省市在建项目

共计 9 个，主要涉及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厂房、公

共建筑、住宅等各类建筑类型。公司分 8 个条线

对项目部进度、安全、质量、经营、技术、资料、劳

务、行政进行季度综合考评，具体评分如下：

TWO2
《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管理标准》编制工作启动

9 月 6 日，由上海同济建设有限公司、南

通市达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编的中

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装配式建筑工

程总承包管理标准》编制启动会暨第一次编

制工作会议在同济大学顺利召开。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秘书长助理诸金伟、中国

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工程管理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会长戴震青、副会长陆小明、标准部

主任潘建峰、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

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乐云、上海同

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晔、副总经理杨卫东、上海同济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志灏、副总工朱

萱会同 35 家参编单位负责人、编制

组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标志编制小组正式成立，

同时对编制工作做了具体

要求。与会专家及参编单位代表围

绕标准编制大纲和设计框架展开深

入讨论，针对标准编写技术方向与

方法、标准内容设置的合理性交换

了意见和建议，为标准编制工作的

落实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主编

单位与编制组成员根据与会专家提

出的建议，确定了标准编制大纲、任

务分工和编制时间计划表。标准预计将于

2020 年完成编制。

《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管理标准》属

国家级行业标准，该标准的编制，将推动装

配式建筑工程施工标准化工作，对指导装

配式建筑施工、引领行业规范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也符合国家建筑绿色生态发展的

国情。

雄安新区容东电力运维抢修中心项目正式启动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分
合计

1 芦潮港社区五期动迁住宅（B0303）安置项目 85.87

2 漕河泾开发区赵巷园区一期项目（一） 84.29

3 新昌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项目 83.92

4 太仓同悦锦园项目 83.62

5 南京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人才公寓工程 82.85

6
芦潮港社区四期 -2 动迁住宅（C0503）安置
项目

82.13

7 五浦汇 E 地块动迁房项目 80.48

8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项目 79.46

9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院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74.35

此次季度综合考评结合政府职能部门检查

的要点，对考核内容做了相应的补充，突出重点。

在此基础上结合 2019 年公司新版管理制度在项

目上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及时反馈。对于

考核中各项目出现的共性问题和历史顽疾提出

了相应的建议，并对项目管理上的薄弱点提出指

导性建议，通过本次季度综合考评工作，对提高

项目部的管理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9 年第二季度
综合考评工作综述



工地大门区域 VR 体验区 安全设置体验区 样板展示区

THREE 3
2019 年 9 月 25 日浦东新区“质量月”

观摩活动在我公司承建的芦潮港社区五

期动迁住宅安置项目顺利举行，同时作为

“质量月”观摩活动临港地区三个会场之

一。上海市临港地区建设项目管理服务

中心主任赵建飞、浦东新区安全质量监督

站临港分站方站长亲临观摩现场。另有

中建八局、中建三局、上海建工、上海宝冶

等 30 余家单位，近 80 余人参加了本次观

摩活动。

本次观摩活动紧紧围绕“质量第一、追

求卓越”活动主题，体现了上海同济建设一

流的管理水平，为各界同仁提供了一次互

相交流、学习的机会。同时也得到了浦东新

区安全质量监督站、上海市临港地区建设

项目管理服务中心领导的大力支持。

工程概况

项目概况：总建筑面积为 10.5 万平方

米，地上建筑面积 7.3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 3.3 万平方米，结构主要以装配式 PC

结构为主。

2019 年同济建设“质量月”现场观摩活动顺利举行

“北有故宫，南有木府”，木府是一座辉

煌的建筑艺术之苑，它将唐宋和明代时期

的中原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古朴粗旷，却不

失细腻典雅，融入了纳西、白族各地方工艺

风格。不幸的是，木府在 1996 年遭遇了一

场突如其来的 7 级地震，经历了凤凰涅盘

的重生。经过这次劫后重建，凸显了以下

一些问题：

古建筑原始数据应该如何保留？古建

筑应如何维护？古建筑景区应有什么现代

信息化的拓展？

近日，公司技术中心 BIM 工作站凭借

综合实力承接“丽江木府 BIM 项目”，开启

了 BIM 技术在古建筑应用的探索之路，至

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受到了丽江

古城博物院（木府）的认可和支持。

◆ BIM 工作站从原始的手绘图纸作为

基础，加以现场的倾斜摄影定位、现场数据

实测、参考学习历史古典等方法，重现了木

府的现实全貌。

 ◆利用 BIM 技术将原先手绘图纸进

行CAD图纸转化，形成正式图纸进行留档。

解决了之前的图纸保存不便，图纸信息不

全的问题。

◆构建可视化、交互式的 BIM 轻量化

信息共享平台，便于工作人员对于文物古

建筑进行数据管理，实时动态更新以及后

续的维护。

◆拓展木府旅游深度应用。利用 BIM

渲染模型制作古建筑全景游览。通过 VR

技术进行展示，游客可在网上对木府进

行深度游览，并能点击游览时的各个链接

点，观看相应说明，把实地参观方式转换

为虚拟游览方式，通过互联网向世界各地

传播。推广中国的文物古建筑，弘扬中国

文化。

丽江木府 BIM 技术应用

观摩特色

定型化设备设施展示区 8# 房 1-3 层优质结构展示区 8# 房外架展示区 工程 BIM 简介

公司将以本次“质量月”观摩活动为契机，本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理念，深入开展创优工程的活动，大大提高了施工人员的创

优意识，技能水平和项目部的管理水平，推动公司承建工程质量更上一个台阶而不懈努力。

木府议事厅模型日景效果图

木府议事厅模型夜景效果图 木府石牌坊模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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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党课 与祖国同行
9 月 17 日：同济大学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开展主

题党课—“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

同济建设党支部党员徐斌峰、

王勤、马纯参加，这次党课是同

济大学首场全校范围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

体学习，也是上海市教卫工作

党委系统“伟大工程”系列示

范党课。这次的党课既是一场

跨越百年的历史回望，又是一

次深刻的思想洗礼。

专题展览 党风廉政建设
9 月 23 日：同济建设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同济大

学图书馆参观学习“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陈云与党风廉

政建设专题展，通过学习陈云

同志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崇

高精神，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

的廉政党课，让我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在场的党员

们纷纷表示，今后要常怀律己

之心，筑牢思想防线，坚定信

仰，求真务实，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在行动
除了党课理论学习，现场

观摩专题展，同济建设党支部

坚持以丰富多彩的党员体验

形式开展主题教育：参加师生

合唱比赛、书画摄影展暨老同

志座谈会、足球对抗赛、教职

工乒乓球比赛、观看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大阅兵、电影党课

主题日，真正把主题教育落实

到实际行动中。

“歌唱祖国” 师生
合唱比赛

9 月 24 日：适逢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同济人

满怀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祝福

欢聚，用最蓬勃最有朝气的声

音唱响爱国热情。公司党员

和群众徐斌峰、卢珏、冯之易、

吴孙赟、谢征、林驿、荣世磊、

董寒波、舒媛媛参加此次比赛

并获得团体三等奖荣誉。

 
“祖国万岁” 书画摄影展

暨老同志座谈会
9 月 25 日：公司退休党员

吕明耀、张荣华、谢振宇、林祖

伟、傅世福、耿焕卿参加股份

公司组织的“祖国万岁”书画

摄影展暨老同志座谈会，支部

退休党员耿焕卿获特等奖，在

职党员王勤获二等奖。

“挥洒汗水” 竞技拼搏
9 月 26 日：公司党员及群

众余晓炯、陈石、姜礼骏、施耀

辉、徐竣杰、李慧明、张敏、杨

竞威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2019 同济科技 5 人制

足球对抗赛”，荣获季军。

9 月 27 日：公司党员马莹

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同济大学 2019 年教职工乒

乓球比赛”，荣获团体冠军。

“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
党日活动

10 月是爱国的颜色，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的礼炮犹在耳

边回响，除了观看阅兵仪式，

国庆三部爱国大片也早已蓄

势待发，公司全体党员也自发

前去观影，三部都是既能享受

视觉震撼的同时，也燃气满满

的自豪与骄傲。

同济建设党支部将继续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系列行动，使“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往深、往实、往心走。

不忘初心 我们一直在行动
牢记使命 我们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