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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田静 2022 年 1 月 23 日，“行稳
致远 奋斗者胜”五洲管理 · 千城建筑 2021 年终总
结表彰大会圆满举办。为响应防疫政策，本次年会
采用网络云端直播方式举行，分设杭州主会场及省
内省外多地区域公司分会场。除出席主会场的公司
中高层管理人员及部分获奖代表外，当天共有包括
公司员工、家属、行业领导、联盟企业、兄弟单位
及各界友人等 16000 多人次通过网络视频观看年
会。

   宏观环境低迷，稳字当头
他表示，在世纪疫情冲击、世界百年变局之下，

宏观环境多种下行迹象可能对企业未来发展产生制
约影响，大家要做好过穷日子、过苦日子、过紧日
子的心理准备。他提出，遵循 2021 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精神指示，五洲千
城要以行稳致远为企业发展根本方针和总基调，个
人更要以奋斗姿态谋取上进，从而度过这一艰难周
期，赢得未来。

   迎挑战勇革新，稳中求进
他指出，准入放宽、产品创新、两极分化、跨

界“打劫”、地产剧变、停摆危机等方方面面提醒
工程建设行业正发生巨大变革。没有变化，就没有
差异，就没有机遇，也没有高低，我们只有主动求

变、积极善变，切实拿出对标国际一流、跨界同行
的先进行动，才有可能打破遏制发展的天花板，成
为弄潮儿，再上更高层！

   谋新机创新局，决胜明天
他从除险保安防止休克、做大做强既有产品、

全面升级企业标签三个大方向提纲挈领，对 2022
年公司重点工作进行部署、明确任务。他强调，全
面牢固确立安全风险意识、严防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构建立体风险防范体系是首位工作 ；做强做大既有
产品、千方百计确保营销提质增量、千方百计提升
专业服务能力是核心任务。

他提出，全面重塑企业标签是公司重大战略部
署，要积极培育全过程投资控制、设计管理、质量
安全顾问产品，着力推动产品升级 ；要加快腾笼换
鸟，着力优化人才结构，实现人才升级 ；要持续增
强企业技术味、国际味、时尚味，优化品牌形象，
实现形象升级。他强调，时代转身之际，恰是弯道
超车之机，五洲千城应该抓紧这个非常短暂珍贵的
调整窗口期，积极拥抱新变革，积极培育新动能，
在历史大势中成就美好明天。

   同心共富追梦，争创样本
他表示，共同富裕是人类共同追求，是当前国

家战略，也是浙江省的先行使命，更是五洲千城的

创业初心。作为浙江企业和行业头部企业，五洲千
城首先要做好本分、办好企业自己的事，同时力争
率先实践出工程咨询企业的共富路径和两富样本。

围绕如何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他强调，企业
层面要千方百计创新赛道、培育增长点，实现更大
增量 ；员工层面要千方百计提升能力，争做创业能
手、营销高手、行家里手、管理多面手，提升自我“造
血”能力。他要求相关部门充分调研、研究制定“两
富企业人”一系列有效制度性安排，让企业与员工
同心同行，跑赢共富加速度，成为两富工程人。

   践行企业精神，奋斗者胜
他指出，没有躺赢的捷径，只有奋斗的征程。

共同富裕需要强有力的文化之魂来支撑。为此，他
用十多位五洲千城人的鲜活案例，带领全员重温了

“艰苦创业、团结实干、执着创新、坚守梦想”企
业精神的深刻内涵。他强调，艰苦创业是底色、团
结实干是动能、执着创新是内涵、坚守梦想是信心，
期待全体同仁践行企业既有价值观，打造卓越的企
业之魂，通过增强文化自信，赋予企业与个人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发展力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他寄语全
体同仁保持战略定力，锚定方向，稳健前行，并号
召五洲千城人攻坚再发轫，砥砺向新程，以新的成
绩、新的奋斗姿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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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城建筑总裁董永贤以“职业精神、企业价值、人生
意义”为主题对千城建筑工作进行回顾并展望。他表示，
回顾 2021 年，千城建筑逆势增长、亮点纷呈，生产数据
新增长、客户满意强品质、标志项目频突破、数字升级占
高地、设计管理产品化、创优夺杯添荣誉、高端咨询显优
势。他强调，2022 年度，公司将围绕做强 BIM 正向设计、
抢抓数字化升级，持续以量增先、提升规模梯队，拥抱集
团化授权等目标，为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奋发向上。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五洲管理 · 千城建筑立足当
前，着眼全年，明确 2022 年企业发展目标，年会上，蒋
廷令董事长与公司高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逐一签订考核责
任书，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奋斗致敬未来！

严总表示，2021 年的五洲管理乘风破浪，逆风飞翔，
不仅实现营收利润双丰收，还在满意服务、数字转型、技
术创新、文化落地等多方面实现不同程度突破。新的一年，
严总提出应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总基调，
聚焦保障营销增量、防范安全风险、增收节支增效、提升
服务品质、推进数字转型、强化人才引领、规范企业治理、
加强党建引领等十大重点，行稳致远，奋勇争先。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生产对
于工程建筑企业来说是底线、红线，须臾不可放松！本次
年会，特增设安全生产责任书签约环节，由企业主要负责
人与安全分管负责人，安全分管负责人与质量安全中心，
质量安全中心与区域公司负责人层层签订，进一步强化安
全责任落实，全面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把好生产关！

工程建筑行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五洲管
理 · 千城建筑以敏锐的行业嗅觉洞察先机，率先开始了全
过程工程咨询项目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探索。经过两年多的
自主研发与反复试错，工程咨询行业首个基于全过程工程
咨询模式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天目数智全咨协同平台在
年会当天举行上线仪式。

博士后工作站是五洲管理提升研发能力、增强核心业
务发展动力的重要支撑。2021 年，五洲管理首位入站的
博士后黄莉博士出色完成课题要求，顺利出站，年会上，
黄莉博士分享了在站期间的工作成果，并感谢五洲管理·千
城建筑长期以来对各项工作的支持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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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五洲团队
绍兴防疫应急工程先锋团队

特别荣誉奖
数字化转型团队

优秀项目部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
陆侧交通中心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太湖湾单元 - 长东片区 CBD 西区开发建
设工程监理项目部
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温州市龙湾富春未来社区全过程工程咨询
项目部
浙交工及科研创新基地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
部
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
项目部
莫干山医疗中心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
部
衢州市柯城区斗潭片区危旧房改造全过程
工程咨询项目部

优秀部门
BIM 正向设计所
未来社区研发中心

优秀管理者
范静荣（深圳公司）
徐    诚（设计院总师办）
杨育杰（设计院建筑一所）
江东明（项目管理中心机电安装部）

优秀项目负责人
龙    翔（临沂市罗庄区区立医院一期建设
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孟庆建（金华财富中心全过程工程咨询项
目部）
江更明（金华亚运分村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优秀项目群负责人
周智荣（深圳公司）
朱志刚（监理公司）
鞠    波（温台公司）
梁    松（温台公司）

优秀总监理工程师
曾文东（杭州中心监理项目部）
王    献（杭州地铁 8 号线一期工程监理项
目部）
申志高（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监理项
目部）
张凌波（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孟庆华（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新锐项目负责人
朱方宝（科高拜仁足球学校建设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部）
霍勇辉（中共嘉兴市委党校迁建监理项目
部）
董大帅（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
区监理项目部）

优秀员工
蔡    凯（营销服务中心）
胡盼婷（人力资源中心）
郑灿芸（监理公司）
杨奇豪（杭州中心监理项目部）
谢    翊（设计院环艺所）
郑    科（设计院建筑创作所）
吴峻涛（鸿雁社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项
目部）
张加欣（深圳公司）
易    蕊（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优秀单项奖
优秀党支部
企管经营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
肖雨晴（综合管理中心）

优秀新人奖
叶    波（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高    涵（皇岗口岸重建项目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优秀考核奖
吴    君（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全过程
工程咨询项目部）
谢振兴（海盐县人民医院迁建全过程工程
咨询项目部）

满意服务奖
赵永锋（设计院建筑二所）
徐名河（深圳公司）

爱岗敬业奖
刘小英（未来社区研发中心）

管理创新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项目集群课题团队

活力强鹰奖
张    彪（浙江大学强鹰计划 19 期学员）
蒋勇强（龙岗区第二中医院新建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部）

赵    玺（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扩建全过程
工程咨询项目部）
邹松晟（浙江理工大学时尚学院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部）
王向攀（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全过程
工程咨询项目部）
方    伟（浙交工及科研创新基地项目全过
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营销明星
李士权（嘉湖公司）
郑旭峰（温台公司）

二次营销明星
王中伟（太湖湾单元 - 长东片区 CBD 西
区开发建设工程监理项目部）

标准化建设明星
谢小军（杭州中心监理项目部）
王方敏（项目管理中心招标采购公司）

未来社区明星
渠向阳（温州永嘉雅林未来社区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部）

成长明星
吴    怡（综合管理中心）
庄    彦（设计院设计管理部）
冯一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路茜然（哈工大 ( 深圳）国际设计学院全
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龚刻宇（金义都市新区中心医院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部）

廉洁明星
楼维维（工程咨询公司造价顾问公司）

企业联盟突出贡献奖
西安公司

系统团队奖
抗疫先锋团队
吉俊林、陈强、朱志勤、潘信宇、孙林、
刘辉

乐于助人团队
汪沛、肖泽麟、连志永、吕百惠

模范管理团队
莫干山医疗中心清单控制价编制团队
宁围街道宁新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监理项
目部

攻艰克难团队
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民医院全过程工程咨询
项目部

光明新区人民医院新院建设全过程工程咨
询项目部
荔香路综合文体中心、荔香路大院片区功
能完善及建筑安全隐患整治工程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部

进步显著团队
深汕高级中学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部

专业突出团队
荔城区南洋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监理
项目部
临海市伏龙大桥工程监理项目部

系统个人奖
先进招标合约管理工程师
汤璐

先进设计管理工程师
陈玮、夏和军、谭志超、李忠辉、魏龙飞

先进监理工程师
伍绍廷、冯彬、周伟、刘成龙、刘建林、
张跃峰、沈应兵

先进新人
沈栋辰、温剑华、钟加晨、蔡鑫润、李勇、
韦博文、李发美、汪文倩、马云辉、李治
源、毕怡锴、杨韶晨、赵星

先进工作者 
卢昭战、曹晓霞、吴卓凡、王良、陈星、
谭领、孙文豪、张珂、葛益锋、索健桐

最佳外派奖
朱怡文

服务之星
张铁民、袁云鑫、程鲲鹏、赵琴、危慧慧、
王涛、杨宝凯

学习之星
时海峰、罗文倩、杨咏妍、巩禹、邵佳敏、
王晋、王高枫

专业之星
柳利凯、任六一、王国圣、杨池、肖柏杨、
吕辉、陈诚、王翔宇、路瑶、王奇聪、江勇、
张世民、吕静静、叶伟军、何舒怀、朱海燕、
张殿昌、周维峰、刘吉华、兰玲敏、张鑫
洲、郑军、罗邦林

奉献之星
华熠君、罗珠雯、陈敏艳、梁晓虹、陈全
顺、楼航飞、贾培阳、汪娟、沈晓春、傅
烽杰、周海燕、郑朝晖、徐文达、郭盼盼、
何昌柱、周丹、高楠

五洲管理 2021 年度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虎虎生威  看今朝 · 皆辉煌  
星光引领，不负初心。2021 年，五洲管理·千城建筑以“创造价值 满意服务”企业核心价值为行动宗旨，踏实干事、奋斗不息，涌现了一大批平凡而伟大的优秀代表，

年会表彰颁奖环节为他们的付出加冕！

虎虎生威  
看今朝 · 皆辉煌  



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知道前路不会平坦，
但又深知前景光明辽阔。时代在变、初心不变，创造价值、满意服务，
我们平凡而伟大。

WE ARE IN AN ERA FULL OF CHALLENGES AND HOPES. WE KNOW THAT THE ROAD AHEAD 
WILL NOT BE SMOOTH, BUT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BRIGHT FUTURE.THE TIMES ARE 
CHANGING, THE ORIGINAL MIND REMAINS THE SAME.WE ARE ORDINARY BUT GREAT FOR 
CREATING VALUE AND SATISFYING SERVICE.



本报讯 通讯员谢小曼 1 月 21 日，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召
开 2021 年度质量安全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党组书记、署
长姚亮等署领导，各处室、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五洲管理荣获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年度质量安全管理优秀单位
奖，执行总经理柴恩海出席仪式并作为获奖单位代表进行经
验分享。

柴总对市署给予的肯定表示感谢，并对五洲管理 2021
年度在署内项目取得的成绩、优秀管理措施与提升点进行了
总结。他表示，五洲管理始终将工务署 6S 机制、六西格玛、
六微机制、六个统筹、四个化等核心理念进行长期宣导，对

“四个一”工作机制、精细化管理、机制化、责任机制等新
理念和新做法要求及时宣贯、按时落实，保障项目高品质建
设。他强调，公司针对市署项目制定了专项考核机制与奖励
办法，同时通过每季度沙龙学习等制度，促进各项目部加强
交流和学习，帮扶结对，提升项目管理品质。

他承诺，在下阶段工作中，五洲管理将持续落实署内
管理制度和要求，塑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管理亮点，同时
总结提炼署内优秀质安管理制度，逐步推广提升全公司质
安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服务品质，助推政府工程高质量发
展。

姚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发言单位是整体成绩优秀的
前列代表，是署内学习的导向，各参建单位要树立创优意
识，同时要做好 2022 年质量安全工作，必须坚持底线思
维，强化风险意识，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
在科学管理、精细化管理、智能化管理上下功夫，全面提
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姚书记表示，2022 年要突出统筹
管理，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推动项目责任机制化 ；突出
重点攻坚，强化考核惩罚，进一步推动工程管控系统化 ；
突出目标导向，强化激励引导，进一步推动企业质量安全
管理精细化；突出教育培训，强化建设人员综合素质提升，
进一步推动引导服务常态化。

姚书记强调了春节期间防疫、廉政、值班值守、安全
管控与劳务人员薪资发放等重点工作，并鼓励各参建单位
不断改革创新、创造一流、打造精品，为深圳建设“两范”
城市贡献工务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五洲管理始终立足于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品牌高地、
学习高地、竞争高地”，全方位落实企业重点管理方针，
并于 2021 年取得以下成绩 ：全署项目四个季度评分，监
理质量安全平均分排名署内列前。其中，新皇岗口岸联检
大楼与新皇岗口岸综合业务楼项目，六次打分位于署内前
八，年度综合分数排名署内第一、第二。全署项目（项目群）
在 2018 年 -2021 年间，履约综合优良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以上，位于署内全过程咨询企业履约综合排名前列。另外，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署内 EIM 年度考
评综合第一。

新的一年，五洲管理将立足深圳市场，依托公司数字
化管理平台，坚持创造价值，满意服务，着力实现现场管
理机制化，项目管控系统化，企业管理精细化，品质服务
常态化，以更高层次、更高标准、更高水平助推政府工程
高质量发展。

创造价值 
满意服务

CREATE VALUE SATISFY SERVICE

五洲管理荣获 2021 年
深圳建筑工务署年度质
量安全管理优秀单位奖

本报讯  记者 吴怡 2021 年疫情反复、环境复杂、挑
战不断，但五洲管理始终深耕项目，用专业坚守，用责
任担当，创造价值，满意服务，大客户满意度整年度 90
分以上占比 90.5%，履约优良率于深圳工务署全过程咨
询单位最高。年终岁尾之际，共收到业主发来的 88 封
感谢信、表扬信，饱含了客户对公司工作的肯定以及对
未来的期许。

· 浙大二院萧山院区一期项目
在面对周围环境及场地情况复杂和工期紧张的情况

下，五洲管理全过程工程咨询团队采用了专业、标准、

科学、高效的管理手段，使得各方面管理工作均得到有

效推进。投控管理方面 ：清单编制提前启动，节省清单

编制时间约 2 个月 ；招标管理方面 ：通过招标管理招标

规划、计划及界面划分使各项招标界面更加清晰，提供

大型设备技术规格书源头控制材料品质 ；设计管理方面 ：

通过有效协调，减少了设计成果的不合理及不合规现象，

同时为项目节省投资超 1 亿元 ；现场管理方面 ：通过项

目部推出的联合检查、“四定”整改等创新方式，为现场

质量、安全管控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 深圳市皇岗口岸重建项目
面对项目工期紧迫、建设目标要求高等现状，五洲

管理全过程工程咨询团队统筹谋划，精细管理，坚持精

细化、标准化、制度化管理，严格执行项目里程碑节点，

过程动态把控，实时分析，实现无缝对接。拆除过程中，

项目团队委托专业单位进行评估论证，提出针对性方案，

并成立重建指挥部对外接驳协调小组、党群关系协调与

交通组织领导小组、查验模式创新领导小组等，积极解

决问题，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同时，在项目全过程实施

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服务管理水平，积极践行快速建造，

实现项目质量安全排名与履约评价排名靠前。

· 绍兴上虞鸿雁社区项目
绍兴上虞鸿雁社区项目是全省首批 24 个未来社区

试点创建项目之一。作为该项目的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

公司第一时间派驻项目管理团队入场，以扎实的专业能

力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工作 ；并与公司后台有效联动，

针对未来社区建设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先后出具包括

九大场景优化意见、低碳场景设备方案意见、九大场景

相关设施落位现状分析及优化意见、设计审批现状推进

建议等与未来社区建设、实施相关意见十余份，为建设

单位有效决策、推进项目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

持。

· 西湖区转塘卫生院
五洲管理、千城建筑为本项目提供设计和全过程工

程咨询服务。自项目中标后，公司团队积极配合开展项

目前期项目设计、招标及施工阶段的各项咨询工作。项

目从 6 月 8 日开始桩基工程施工到目前两层地下室结构

施工完成，在 7 个月时间内，项目管理团队有效完成了

项目进度、质量、安全等管控目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能够及时有效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主动推进项目进度，

协调各参建方关系，确保了项目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 安徽蚌埠党校
五洲管理为本项目提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在工

程建设过程中，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始终保持严谨细致

的工作态度，专业高效的服务水准为项目提供全方位支

持，及时有效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参与工程建设的有

关技术工作，积极主动推进工程进度，做好安全、质量、

进度、投资、合同和信息管理工作，同时管理协调好项

目各参建单位，严格履约，全力打造蚌埠市样板工程。

· 雄安容西片区安置房项目
雄安新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

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的一项历史性工程。自项目

中标以来，五洲管理项目部团队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积

极投身项目建设，提出“监理单位履约积分制”“施工单

位红绿灯制”等设想，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做好

做实现场监督、设备验收、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了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在项目集群建设期间，五洲管理全过程工程咨询团

队面对施工现场条件复杂、工期紧张、建设难度大、周

边环境复杂等诸多不利因素，迎难而上，积极主动、尽

职尽责，为项目建设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在进度、质

量、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同

时全力配合参建单位推进项目集群各项建设工作，高质

量、高效率完成关键节点任务。目前 5 个项目已取得“1

个交付使用、2 个封顶并全面装修、1 个冲刺封顶、1 个

顺利开工”的阶段性成果。

· 绍兴柯桥滨海隔离点项目
大任当前勇担重责。12 月，五洲管理临危授命承担

柯桥区马鞍街道滨海隔离点防疫应急工程的全过程管理

工作。自团队进场以来，二十四小时全程奋战，星夜统筹，

严格监理，用心服务 ；监督施工进度、质量与安全，既

履职做好了专业服务，又高效推进了项目建设，达到了

“防疫规范 功能齐全”的建造要求。同时积极协调好了参

建各方的配合工作，在三天内完成了改造区 600 余间的

交付使用，使 5000 多间的新建项目有序展开、顺利推进，

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五洲管理收到业主的88封感谢信、表扬信



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
调研五洲千城，“助企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丁康俊 1 月 9 日，五洲管理博士后工作
站首次博士后出站考核评审会顺利召开。本次考评对象为
五洲管理与浙江财经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黄莉博士。评
审专家组由浙江大学毛义华教授、张宏教授，浙江财经大
学郭剑鸣教授、王正新教授、叶伟巍教授组成。浙江财经
大学人事处邓川处长、章琳副处长、徐艺宁老师，五洲管
理执行总经理董永贤出席本次会议。为响应防疫要求，高
校合作导师鲍海君教授、企业合作导师五洲管理执行总经
理柴恩海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参会。

五洲管理执行总经理董永贤代表公司对专家与浙江财
经大学流动站老师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高度肯定黄莉
博士在站期间的优秀表现。他指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
五洲管理提升研发能力、增强核心业务发展动力的重要支
撑。黄莉博士是五洲管理首位入站的博士后，不仅出色完
成了博士后课题要求，还促进了浙财大与五洲管理的深度
产学研合作。他希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时总结、完善
相关制度，不断提高工作站质量和水平。

黄莉博士出站总结报告题目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
及其经济性分析》，她就课题的研究内容、创新点、对企业
价值等进行了汇报。

黄莉博士在站期间基于博士后研究课题为企业申报并
完成多项浙江省与杭州市建设科研项目，撰写发表多篇研
究论文向同业推介五洲管理企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参与策
划撰写了《未来社区建设指南 ：理念与实践》、《全过程工
程咨询项目集群管理理论与实践》两本专著，广受业界和
学界好评和认可。其中《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集群管理理
论与实践》出版仅月余就要再出版一千册，版税将全部捐
献给慈善机构回馈社会。黄莉博士也积极推动校企产学研
合作，担任五洲管理学院课题导师为企业青年人才培养献
策献力。

考评组专家对黄莉博士后的在站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其将来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考评组
专家集体评议后，一致认为黄莉博士在站期间科研成果突
出，科研作风严谨，工作态度积极，对企业咨询管理服务
做出了突出贡献，达到了五洲管理博士后工作站和浙江财
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的考核要求和标准，准予出
站，并一致评定考核等级为优秀。

此次五洲管理首位博士后的顺利出站，标志着公司在
强化科技创新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取得的阶段性
进展，对深化科研发展战略，开展技术成果转化，激发创
新主体动能有着积极作用。下一步，五洲管理将持续与省
内外知名高校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借助高校的优质资源
与企业市场先发优势，为在站博士后创造有利的科研平台，
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智支持和创新动能。

五洲管理博士后工作站首次博士后
出站考评会顺利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丁康俊 1 月 18 日上午，五洲管理成功举
办“2022 年度校企联合博士后评审会”。评审会专家组由
南京工业大学宋林辉教授、岳克勤教授，浙江省大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原总工、正高级工程师姜天鹤，杭州水电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刘辉光，五洲
管理企业导师、技术研发中心总经理姚佳丽等人组成。孔
勃文博士因受疫情影响于线上作开题汇报，会议由技术研
发中心副总经理鲁嘉主持。

孔勃文博士作《冻结法施工风险管控关键技术研究》
开题报告。主要围绕长三角、珠三角发达地区所特有的人
工冻结法施工地铁联络通道为工程研究背景，从本质原因
出发探究冻融淤泥质软土变形机理，研究地基土宏观力学
行为与微观特征参量之间的内在联系，针对性提出冻融软
土变形防控措施，为基于地铁全咨监理视角，对现场冻结
法施工冻胀融沉所产生风险点进行安全管控提供有效参考
依据。

专家组认为该项课题拟对软土地区地铁隧道建设发展
的需求，依托企业工程积累，对人工冻结法施工区间变形

预测与控制提供理论支持，可为地铁隧道长期运营不均匀
沉降安全问题提供参考，且具有很好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应
用价值，符合本学科的发展趋势，经专家组成员讨论后，
同意开题。

最后，博士后校内合作导师宋林辉教授发言，表示未
来将尽全力做好五洲管理博士后培养工作，认真督促博士
后踏实开展科研创新工作，将课题做好做深做实，积极促
进校企联合工作。

此次博士后开题评审会的顺利举行，使本次进站的博
士后科研人员进一步明确了课题研究方向、研究思路和研
究计划，对课题的实施和推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
博士后进一步开展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五
洲管理在 2022 年度的高层次研究人才引进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五洲管理将继续借助博士后工作站这一重要平台，
大力吸引、培养使用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积极开展国家
级博士后工作站等相关重大科研平台申报工作，不断优化
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措施，以高品质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讯 记者吴怡 1 月 21 日，省工商联党组副书
记蔡晓春一行莅临五洲管理调研清廉民企建设情况。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隆，高新区（滨江）区
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朱黎明，高新区（滨江）区委
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汤茵陪同调研。五
洲管理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瞿龙，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黄群，纪委副书记喻鹏飞出席接待。

纪委副书记喻鹏飞代表五洲管理做清廉民企建设
工作汇报。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倡廉工
作力度空前，强化廉洁建设，打造“内廉外清”的清
廉企业，是五洲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内需、刚需和必需。
公司坚持“党建强、发展强”治企方针，对外保持亲
清政商关系，擦亮清廉五洲金名片，对内践行修身之
尺，营造风清气正廉洁氛围，通过风险防范、制度保障、
经济保障、文化带动等手段，创新“廉洁治企八项规
定”“三独立”“十不准”“廉洁飞检”“高薪养廉”“廉
洁双向保证金”等举措，多层面构建清廉体系，助力
企业行稳致远。

高新区（滨江）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
组书记汤茵就滨江清廉民企总体情况进行介绍。她表
示，为营造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杭州高新区 ( 滨江 )
工商联发挥“最靠近企业、最懂得企业”的优势，通
过创新清廉防控“铁三角”机制，壮大民营企业“廉盟”，
用好企业刑事合规促进会，构筑外部合力，为企业高
质量合规发展保驾护航。未来，高新区工商联将进一
步巩固深化清廉合规建设成果，以五洲管理“红色标
尺”、吉利集团“红色引擎”等红色品牌为示范，形成
一系列可学习、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引领企业清廉合规
经营。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吴隆就杭州市工商联
清廉民企建设情况进行介绍。他表示，杭州市工商联
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工作着力点，努力推动“政”“商”
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未来，市
工商联将以激发民企内生动力为起点，以提升民企获
得感美誉度为目标，加强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发展的有效性，形成工作闭环，把清廉民
企建设与“两个健康”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体推进，
同步互促。

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蔡晓春作总结发言。蔡书记
对五洲管理务实有效的清廉建设工作表示肯定。他表
示，抓好清廉民企建设，是工商联的职责所在，是统
战部、工商联服务“两个健康”的有效载体，是民营
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
化营商环境的有效措施。做好清廉民企建设工作，要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要系统部署、协同联动 ；要纵
深推进，持续发力。同时通过促进党建引领、健全工
作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组织教育培训、完善标准体系、
树立典型示范、加强评价考核等工作，积极推动清廉
民企建设提质扩面。

本报讯 通讯员张彪 2022 年 1 月 13 日，滨江区副
区长郁廷栋一行莅临五洲管理调研，开展“助企开门红”
活动。郁廷栋副区长一行详细了解了五洲管理的企业经
营和行业发展情况，就企业经营诉求、未来发展等方面
开展交流。五洲管理董事长蒋廷令、副总经理杨爱东、
总经理助理周帅、监理公司副总经理喻鹏飞等出席本次
座谈会。

蒋廷令董事长对滨江区政府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
的欢迎。他表示，五洲管理是一家以全过程工程咨询和
工程总承包为核心主业的顾问工程公司，有幸扎根滨江
15 年，实现了高速高质量发展，不仅在全过程工程咨询、
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和工程代建等传统工程领域成绩斐
然，而且在未来社区建设、医院建设管理、数字化改革
等行业转型领域跻身前沿。

他认为，公司所有的发展成绩得益于高新（滨江）
区浓厚良好的营商环境，更离不开区委区政府各级领导
多年来的关心支持，尤其是“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
务周到、说到做到”的对企服务理念，开展“服务发展、
服务决策、服务落实”的三服务活动和本次“助企开门红”
活动等，彰显了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的决心。

他强调，五洲千城将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
发展，加速培育高端咨询产品、打造高端咨询标签，早
日实现打造国际知名顾问工程公司愿景，同时，作为有
家国情怀和行业追求的企业，五洲管理、千城建筑期待
能够在滨江沃土深耕发展、寄寓未来，为地区、为行业
发展贡献五洲千城力量！

郁廷栋副区长在系统了解五洲千城整体情况后感到

震撼。他对五洲千城在医院、学校、未来社区等领域的
发展成果表示肯定 ；对五洲千城能够走出浙江，在全国
参与诸多大型工程建设、提升自身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能
力表示赞赏 ；对五洲千城能够紧抓党建、打造区内红色
标尺，反哺社会、奉献企业力量的责任担当感到欣慰 ；
对五洲千城自我加压、研发创新、数字转型的情怀坚持
深深感动。

他提到，区有关部门要做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的平台建设工作，“支持好、宣传好”像五洲千城一样
的优秀领先企业。要协同企业“共同参与、共同建好”
滨江区标志性工程。

同时，他对企业所提到的政策扶持、市场机会、产
业用地等相关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说明，力求能
当场解决的都一一解决，并希望五洲千城能够深入参与
到地方行业协同共建中，与区内大型设计、施工企业强
强联合，贡献咨询力量，构建产业联盟，实现共同发展。

五洲管理 2022 年度首届校企联合
博士后开题评审会顺利召开



设计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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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增长 三极共力
BUCK THE TREND, FORM THE THREE POLES JOINT

全面贯彻设计强则咨询强理念，以稳健实力应对行业“寒冬”，
设计版块各项指标逆势增长 ；深圳、上海、杭州西溪增设分
所，全面提质扩容 ；多个设计作品参加国内外竞赛，斩获诸
多殊荣。

We Fully implemented the concept of  “strong design leads strong 
consultation”, and responded to the "cold winter" of the industry with 
steady strength. We gained increased indicators of the design board, and set 
up branches in Shenzhen, Shanghai and Hangzhou Xixi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quality and expand capacity. Meanwhile our multiple design works 
participat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etitions and won many honors.

满意服务
强基提质 行稳致远
ENHANCE THE QUALITY BASIS, ENSURE THE STEADY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全面践行“创造价值、满意服务”核心价值观，以满意服
务为指引开展系列活动，客户一封封感谢信、表扬信是对
五洲千城努力付出的最大肯定。打造精品工程，共有 6 个
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We implemented the core values of "create value and satisfied service",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atisfied service，and 
received more than 90 customers' thank-you letters and praise letters，which 
were the greatest affirmation of our efforts. We keep creating high-quality 
projects, and made 6 projects to gain China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uban 
Prize (National Prime-quality Project）.

数字转型
前瞻布局 跨越发展
FORWARD-LOOKING LAYOUT, LEAPFROGGING DEVELOPMENT

全面贯彻落实数字化改革一号工程，全力打造企业数字基
因、数字文化，全员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圆满完成项目
管理数字化平台 1.0 版本上线任务。

We established the digital reform task as the number one project of the 
enterprise, and made every effort to build the digital gene and digital culture of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support of all staff participating in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ork, w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online task of the“Team 
Project” digitall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latform.

技术驱动
科研创新 质量双增
INNOVATE TECHNOLOGY RESEARCH, ACHIEVE HIGH QUANTITY AND QUALITY 
RESULTS

全面贯彻技术立企重任，研发成果持续输出，技术高地不断
夯实，出版 3 本示范性专著赢得高度评价 ；工程保险、全过
程咨询模式、数字资产、医院平疫结合、医院功能策划、医
院声环境控制、医院空气品质等 10 多项省市建设科研项目
通过验收 ；成功开发 BIM 云极插件。

We implemented the important strategy of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business ”, and continuous outputted of R & D achievements to strengthen 
th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We published 3 influential 
monographs which gained good reputation, and successfully developed 
Yunji plug-in for BIM. Our more than 10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subjects have passed acceptance, which contents involved 
engineering insurance、whole-process consultation model、digital assets、
hospital epidemic combination, hospital function planning、hospital sound 
environment control、hospital air quality, etc.. 

未来社区
高端咨询 厚积薄发
HIGH-END PRODUCTS ENHANCE THEIR STRENGTH

累计为 41 个浙江省未来社区项目提供申报、方案设计、前
期咨询、全过程咨询、BIM 咨询、运营咨询等全类型全周期
服务，出版《未来社区建设指南——理念与实践》专著，为
企业高端咨询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Accumulative totally we provided full-type and full-cycle services for 41 future 
commun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service scope included project 
declaration、architectural scheme design、early stage consultation、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BIM consultation、community operation 
consultation, etc., Meanwhile we published the subject monograph 《Guide for 
Future Community Construction:Idea and Action》，to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terprise’s high-end products  development.

行业发声
经验互习 联盟共进
EXCHANGE EXPERIENCES WITH COUNTERPARTS AND COMPETITORS, FORM  
ALLIANCE COOPERATION

全过程工程咨询行业地位持续巩固，与同行频繁互动，受邀
出席 EPC、全咨助力东北振兴发展战略高峰论坛、2021 建
设监理创新发展交流会、第 22 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上海
建筑发展高峰论坛做主题发言，积极献策 ；高管团队赴华为
深圳总部学习交流，分享数字化转型下的建筑业改革经验 ；
新增联盟合作单位 42 家。

We interacted frequently with industry fellows, 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We was invited to attend several industry influential forums and gave 
keynote speeches，like “EPC&PMC‘s Assists on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Northeast Region”、“2021 Exchange Meeting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22nd National Hospital Construction 
Conference”、“Shanghai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Summit Forum”, etc.. 
Our senior management team went to Huawei Shenzhen to study and exchang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on reform und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so We 
had 42 new alliance cooperation units added last year.

献礼百年
文化扛旗 不忘初心
STRENGTHEN CULTURAL CONSTRUCTION, NEVER FORGET OUR FOUNDING 
MISSION

创新企业文化、员工关怀建设，成为浙江省企业文化建设
示范单位 ；坚持党建红色引领，组织全体党员重温“红船
精神”、党史主题教育、浙江省工程咨询行业献礼百年行业
马拉松健康跑、七一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为建党百年庆生，
为企业发展铸魂，并荣获高新区（滨江）先进基层党组织、
清廉合规示范企业等诸多荣誉，《浙商》杂志专题报道五洲
管理党建先进经验。

We innov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and employee care, and 
obtained title of honor as“Zhejiang Demonstration Unit of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We adhere to party building leading, and organize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ch as all party members reviewed the idea of  "Red Boat 
Spirit"、studied Party’s history、ran in Zhejiang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Party‘s building theme marathon、performed in HHTZ 7.1 Art 
Show. We were awarded several honorary titles as HHTZ outstanding Party’s 
primary-level organization、HHTZ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 and so on.《Zhejiang Businessman》magazine had a special report 
on WZPM’s advanced experience of Party’s building.

践行责任
应急抗疫 使命必达
GO ALL OUT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有召必应，使命必达，在疫情特殊时期彰显责任与担当。
参与绍兴、深圳等 4 个防疫应急工程援建工作，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条件差等重重困难，彰显企业担当与五洲千城铁
军精神。

When there is a call, there will be a mission.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We have demonstrated a positive and promis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undertook 4 tasks of temporary isol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Shaoxing 
and Shenzhen area. We overcam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limited time、
heavy work and humble living conditions，finally delivered high-quality work 
on schedule. According these achievements, we showed all people our iron-
army spirit. 

五洲管理 2021 八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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