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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肩负历史使命肩负历史使命，，发挥江苏沪宁钢机在建筑钢结构领域中的技术优势发挥江苏沪宁钢机在建筑钢结构领域中的技术优势，，推进建筑产业现代推进建筑产业现代

化的产业集群建设化的产业集群建设，，精心打造国家一流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基地精心打造国家一流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基地。。

本报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
前向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出通
知：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
法行为。

通知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一些企业安全生
产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安全事故时有
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全面推进依法
治安的要求，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有关法律法规，坚决遏制建筑施工非法违
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
行为，具体内容有6点要求——

一是牢固树立“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的法治意识
对各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

行为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进行查
处，坚决纠正监管执法中的“宽松软”
问题，坚决消除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
现象，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增强监管
执法的威慑力和有效性。

二是严肃查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要高度重视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查处工作，严格按照“四不放过”的原
则，从严追究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的
责任。要强化资质资格管理相关处罚措
施的适用，对较大事故负有责任的建
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依法责令停业
整顿，对重大及以上事故负有责任的，
依法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对

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依法责令停
止执业或吊销执业资格证书。要严格执
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核
查制度，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对相关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复核，
根据安全生产条件降低情况，依法暂扣
或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是加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严格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简称危大工程）安全管控流程，强化危
大工程安全管控责任，对危大工程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严肃查处。特
别是对于未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
按规定审核论证、审查专项方案，未按
照专项方案施工等行为，要立即责令整

改，依法实施罚款、暂扣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责令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

四是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筑施工活
动

严格依照建筑施工有关法律法规，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违法
建筑施工活动。对于未办理施工许可及
安全监督手续擅自施工的项目，一律责
令停工整改，并向社会公开通报建设单
位及施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查处情况。
造成安全事故的，建设单位要承担首要
责任，构成犯罪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是强化建筑施工安全信用惩戒
建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信用档案和

信用承诺制度，对于存在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的失信责任主体，要在依法处罚的
同时，将其失信行为记入信用档案，并
依法依规向各类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
不良信用信息。要将不良信用记录作为
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日常监督检查等
工作的重要依据，对于存在不良信用记
录的企业和个人在申领相关行政许可证
时，从严审查把关。

六是建立非法违法行为查处通报机
制

在查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
行为时，处罚权限不在本部门的，要及
时向有处罚权的部门通报，并提出处罚
建议，切实强化查处工作联动，确保处
罚措施落实到位。对于安全事故，属于

本省 （区、市） 企业施工的，省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事故发生后20日
内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复核，并依法作出
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跨
省（区、市）施工的，事故发生地省级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在事故发生后15日
内向其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通
报，并附具违法事实、相关证据材料及处
罚建议，颁发管理机关要在接到通报之
日起 20 日内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核，
并依法作出处罚。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要将事故通报和处罚文件及时
上传至全国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
信息报送系统，并按季度向住建部报送
事故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处罚情况和非
法违法行为处罚情况。（本报综合报道）

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强令：

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百年古刹——上海玉佛寺大雄宝
殿于9 月2 日上午10 时30 分启动整体
平移，当日约万余名市民及香客到现
场亲眼目睹将这一 900 余吨的“庞然
大物”向北平移。据了解，这是我国
首例木结构建筑带文物整体平移的工

程，在国内尚无先例，总承包单位上
海建工四建集团第六工程公司项目经
理沈君旗介绍，此次平移施工采用液
压同步控制悬浮移位技术，计划将大
雄宝殿向北位移30.66米，到位后顶升
0.85 米，为了保证原始原貌，施工方

参照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对内部佛
像及文物保护和加固并与大雄宝殿同
步完成平移，整个平移顶升工作预计
在两周内完成。
记者 时永庆
通讯员 俞善进 陈佳凯 摄影报道

我国首例木结构建筑带文物整体平移项目启动我国首例木结构建筑带文物整体平移项目启动

本报讯 据江西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消息，为贯彻落
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指导意
见》，经协商研究决定，建
立全省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主要任务：一
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的指导意见》、江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装配式建筑
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
神，研究、指导和部署全省
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二是
落实装配式建筑发展部门职
责，研究、制订和完善装配
式建筑发展的支持政策，完
成省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
三是根据部门职能和工作性
质、任务分工，协调和指导
解决涉及各相关职能部门装
配式建筑发展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并督促
指导市县对口部门抓好落
实。四是通报全省装配式建
筑的工作进展情况，组织对
全省各地装配式建筑工作开
展情况监督检查。五是加强
各级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合力推进全省装配式建
筑加快发展。

联席会议召集人为省住
建厅厅长陈平，组成人员包
括省住建厅、省发改、省财
政厅、省人社厅、省工信
委、省交通厅、省商务厅、
省国土厅、省科技厅、省统
计局、省地税局、省质监
局、省国税局、省金融办等
部门分管领导。

（干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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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0日，新疆自治区交
通运输厅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 G0711 乌鲁木齐至尉犁总投资
708 亿元的 PPP 公路建设项目投资协
议，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PPP公路建设
项目包。

G0711乌鲁木齐至尉犁高速公路项
目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 G0711 和
G0612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战略大通道，是
连接南北疆的又一条高速公路大通道。
该项目计划工期6年，路线总长1300公
里，总投资708亿元，是国内目前最大
的PPP公路建设项目包。项目的控制性
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海拔 3200 多米，
隧道长度达到20.8公里。该项目建设将
翻越天山、贯穿南北，打通南北疆交通
屏障，大幅缩减公路运营里程。

当天，新疆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还与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集团签署了
京新高速 （G7） 梧桐大泉至木垒 PPP
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协议。该项目是第
二条全天候进出疆大通道的连接段，将
最终建成西北与华北、东北联通的最便
捷通道。项目包括梧桐大泉至下马崖至
伊吾段、伊吾至巴里坤段、巴里坤至木
垒段3段，线路总长514公里，总投资
178亿多元，计划建设工期3年。

（鑫文）

国内最大PPP公路建设
项目包落地新疆

总长1300公里，总投资708亿元

本报讯 来自河北省政府网消息，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 23 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涉及战略研究、规划、投融资、大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生态
环境治理、市政设计、建筑设计、景观
设计、招标采购、预结算、安全质量、
法务、公共关系等多个专业领域。

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
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成立，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国有独资
公司，初期注册资本金 100 亿元，以公

司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是雄安新区开发
建设的主要载体和运作平台。主要职能
是创新投融资模式，多渠道引入社会资
本，开展PPP项目合作，筹措新区建设
资金，构建新区投融资体系；开展土地
一级开发、保障性住房以及商业地产开
发建设和经营；组织承担白洋淀环境综
合整治和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负责新区
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建
设和特许经营；参股新区各类园区和重
大产业项目开发建设。

（梓锌）

雄安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建设专业人才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市政设计、

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岗虚位以待

本报讯 国家发改委日前密集批复
了一批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预计下
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进一步提速。

据了解，发改委近来连续批复了乌
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新建广西
玉林民用机场项目、新建上海至南通铁
路太仓至四团段等建设项目，总投资达
到近800亿元。

7 月份，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 22 个，总投资 1655 亿元，
主要集中在能源、水利、交通和高技术
领域。而截至今年6月底，13大类重大
工程包已累计完成投资 9.9 万亿元，开
工58个专项、601个项目。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都积极推进有效投资，尤其是在
拉动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实体经济上，
连续出台了众多支持政策。进一步拓展

民间投资的进入范围，规范市场主体地
位，为民间投资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同时通过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等有效措
施降低民间投资风险、提高收益，积极
吸引民间投资进入。今年上半年，各地
民间投资开始回暖，部分地区民间投资
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发改委日前表示，促投资仍将是今
年下半年的工作重点。未来将进一步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研究出台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
活力的政策，推动各地运用多种PPP运
作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良性
循环。

业内专家表示，在进一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去杠杆、防范政府
地方债等政策的前提下，未来要将重点
放在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固定资产

投资平稳运行上来。包括做好重大投资
项目资金保障、进一步积极推进PPP模
式、鼓励支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健全
房地产长效机制、重点放开服务业市场
准入等方面，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平稳
有效运行。

发改委表示，下半年将加快各项促
投资政策的落实到位，以及重大项目的
建设。同时，通过制定出台《企业投资
项目监督管理办法》，修订 《工程咨询
行业管理办法》等措施，进一步深化投
融资体制改革，利用投融资合作对接机
制，向金融机构、民营企业推介重点项
目。进一步全面推进“十三五”165项
重大工程的落实，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
作，落实重大工程项目审批、用地、融
资等方面的支撑保障举措。

（本报综合报道）

发改委密集批复各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上半年各地民间投资开始回暖 下半年加快促投政策落实到位

本报讯 受不利天气等因素影响，
建筑业生产活动有所放缓，建筑业PMI
较上月回落4.5个百分点。

PMI 指数的英文全称为 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中文含义为采购经理
指数，是通过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汇
总出来的指数，反映了经济的变化趋势。
PMI是一套月度发布的、综合性的经济监
测指标体系，分为制造业 PMI、服务业
PMI，也有一些国家建立了建筑业 PMI，
每项指标均反映了商业活动的现实情况，
综合指数则反映业态的整体增长或衰退，
所选的指标又具有先导性，所以 PMI 已

成为监测经济运行的及时、可靠的先行
指标。PMI指数50为荣枯分水线。

数据显示，8 月，建筑业 PMI 为
58%，比上月回落 4.5 个百分点。其中，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降 至
53.1%，降幅明显。据分析，建筑业景气
度高位回落，主要是受多地受暴雨台风
等极端天气影响。不过，从劳动力需求
和市场预期看，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
动预期指数为54.3%和66%，分别高于上
月0.1和0.7个百分点，建筑业用工量保
持稳步增长，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
仍然较强。 （荆杰）

建筑业生产活动放缓 PMI回落4.5个百分点

本报讯 暂定名为“世博文化公
园”的规划获批。根据规划，该园将保
留法国馆、俄罗斯馆、意大利馆、卢森
堡馆等四个世博场馆，同时新建上海大
歌剧院、温室花园及配套设施。

“世博文化公园”位于原世博会后滩
地区，规划范围东至卢浦大桥-长清北
路，南至通耀路-龙滨路，西侧和北侧
为黄浦江，规划建设用地约 188 公顷
（含已建成的后滩公园约23公顷）。公园
将突出生态性、文化性与公共性，定位
为生态自然永续的大公园、文化融合创
新的大公园、市民欢聚共享的大公园。

批复显示，该园内将保留法国馆、
俄罗斯馆、意大利馆、卢森堡馆等四个
世博场馆，新建上海大歌剧院、温室花
园及配套设施。其中，上海大歌剧院规

划选址 C02-01 地块，用地性质为文化
用地 （C3），容积率不大于1.5，建筑高
度不大于 50 米。C03-01 地块规划配套
设施，用地性质为文化商业混合用地
（C3C2），规划容积率不大于1.5。

而温室花园则规划占地面积约 2~3
公顷，后续结合专业设计予以确定。

此前在关于世博文化公园建设市民
意见征集中，七成受访市民希望世博文
化公园内能以白玉兰区域观赏景观为
主，让上海市花具有国际知名度。

此外，为保障公园内绿地连续、活
动开敞，批复还将适当调整规划范围内
道路网布局及长清路-世博馆路东侧规
划道路红线，以保证世博文化公园的完
整性和系统性。

（钟荷）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获批
保留四国家馆 新建大歌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