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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资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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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关于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通知》，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

为。

● 严肃查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从严追究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的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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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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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大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

称“危大工程”)作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重点，严格危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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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危大工程的安全隐患，

要挂牌督办、限时整改，对重大典型案例要向社会公开通报。

http://news.china.com/baike_5pa95b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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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筑施工活动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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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网）

我市再添两个绿色公共建筑佳作

近日，市节能墙革办组织专家对住建部和广州市共建的两个绿色建

筑示范项目——新技术应用项目(即“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

研综合基地”，下简称“南网综合基地”)和保利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总部办公园区项目 A 座办公楼(下简称“保利总部办公楼 A 座”)进行了

验收，专家组对两个项目取得的绿色节能效果给予了一致好评。

南网综合基地引入 BOO 市场机制创建绿色建筑。南网综合基地总建

筑面积 35万平方米，包括总部生产办公区等 9 栋大楼，均按照国家绿色

建筑二星级目标设计。该项目创新采用BOO(Building-Owning-Operation)

市场机制进行绿色建筑建设，引入绿色节能专业服务商——南方电网综

合能源有限公司，策划整个基地的绿色节能技术方案并出资建设和运营

管理。该项目结合业主需求及客观条件，集成应用了太阳能光伏发电、

雨水收集利用、冰蓄冷空调系统、LED 照明、智能化控制等新技术，可

实现年节约用电量约 715 万 kWh，经第三方机构测评，建筑能效理论值

达三星级(最高级)。

保利总部办公楼 A座荣获中美绿色建筑双认证。该项目综合运用温

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可调节外遮阳、中水回用等措施，实现了良好

的节能效果。经一年运行实测，年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为 33.47KWh，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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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广东省标准《公共建筑能耗标准》广州地区同类建筑年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 120 KWh 的约束性指标。该项目同时获得了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设

计标识和美国 LEED 金级双认证，经第三方机构测评，建筑能效理论值达

三星级(最高级)。 (市建筑节能与墙革管理办)

【协会动态】

我市召开 2017 年绿色建筑

与健康建筑专业技术宣贯会

为积极开展我市建筑领域节能宣传活动，推动我市绿色建筑规模与

品质双提升，增强建设、设计、审图及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专业人员的绿

色健康理念和专业水平，7月 5 日上午，由广州市节能墙革办主办,广州

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等协办，在广东科学馆礼堂组织召开了“2017 年绿

色建筑与健康建筑专业技术宣贯培训会”。

广州市住建委科技设计处副处长屠建伟、市节能墙革办副主任邢华

伟出席了宣贯会。屠建伟副处长就如何做好绿色建筑与健康建筑专业技

术宣贯工作作了讲话，对如何做好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孟冲，介绍健康建筑理念，解读《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02-2

016)；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监郭庆锋讲解广州市民用建筑绿

色设计施工图审查辅助系统应用；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新技术开发中

心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助理张楠介绍“广州地区绿色建筑常用技术构造

做法参考图集”。

宣贯培训会从标准评价、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实践案例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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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员共同探讨我国健康建筑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讨论健康建筑的

标准规范、认证评价、技术措施和实践案例。广州市、区建设行政管理

部门，房地产开发企业、设计单位、施工审查机构的专业人员、建筑节

能和绿色建筑业务负责人共 3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秘书处）

广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专家委员会成立

为促进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在我市

建设领域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指导作用，不断提高我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工作管理水平，我会印发了《广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关于成立建筑

节能和绿色建筑专家库的通知》，根据推荐和报名情况，决定成立“广

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建筑节能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一共有 112 名专家组成，主要包括勘查设计、开发建设、

监理、施工、检验检测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协会专家委员会

作为广州市建筑节能领域的智库，将参与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新技术、

新产品的评审、评估、认证工作；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科研课题研究评

审，为推动建筑节能与科技工作的开展提供信息、和决策咨询；建筑节

能试点示范工程的评审工作；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行业相关技术标准的

编制、修订，进行技术咨询论证；为建筑节能与科技有关法规和技术标

准的宣传培训工作提供帮助；为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

议等，推进我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事业稳步发展。（秘书处）

“2017 广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在海珠湿地启动

9 月 16 日，2017 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在海珠湿地正式启动。活

动由广州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创委、市环保局、市农业局、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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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市科学素质办、海珠区人民政府等 9个单位

联合主办，将一直持续至 22日，期间主办单位将围绕“创新驱动发展，

科学破除愚昧”主题，组织开展包括网络科普在内的系列科普宣传教育

活动，共计 300 多场次。

活动当天，数千名市民和科技爱好者参加了主会场科普嘉年华活动。

活动现场分为“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科学助力成长”三

个展区，共设有 130 个展位。广州市节能墙革办以推广绿色建筑为目的，

与广州市建筑节能科技协会联合组织参加了这次活动。绿色建筑节能展

位摆放了绿色建筑等实物模型，模型采用电控简要介绍了常用绿色建筑

技术措施（如雨水回用，展位风能、太阳能利用等），配发《绿色建筑

知识手册》和《建筑产业现代化宣传手册》资料，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

看。 （秘书处）

【会员信息】

万科入选“2017 年全亚洲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

近日《机构投资者》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评选的 2017

全亚洲最佳投资者关系结果出炉，在参选的 2510 家公司中万科入选 5

3 家最佳公司（Most Honored Companies），其他入选的地产类公司

仅有领汇和华润置地。分类别来看，万科获得地产类最佳 CEO、最佳

CFO、最佳投资者关系活动和分析师交流日第二名，最佳网站第一名。

还是投资机构（买方）评选的最佳 CFO 和最佳投资者关系活动第一名。

其中最佳 CFO、最佳分析师交流日、最佳网站是第一次得奖。《机构

投资者》是全球投资机构最具权威的杂志之一，主要为世界各地金融

机构提供各产业的研究报告和分析，并开展一系列独有的研究和排

名。因其每年评选标准非常严格，成为行业权威基准。（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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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中心大厦项目荣获

2017 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一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3月组织了“2017 年度全国

绿色建筑创新奖”的评选活动，现已公布获奖项目共 49 项，其中一

等奖 9项，二等奖 23项，三等奖 17项。我院设计的广州发展中心大

厦项目荣获一等奖，为广州区域获一等奖的唯一工程项目。

(广州市设计院 袁珊)

助力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

——城建开发设计院编制清远市五个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近期，以广州市对口清远市精准扶贫工作目标为导向，广州城建

开发设计院以规划所为主导，各专业配合，编制了清远市西牛镇赤米

村下洞村、赤米村新钱-大村、高道村大坑围村、鲜水村大村、鲜水

村梯下村五个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助力扶贫。

本次规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以提升农村、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工作基础，修缮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配套，并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和整体环境风貌，完善各项社会管

理制度，最终达到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理想状态，打造

“宜居乡村”、“绿色乡村”、“文明乡村”、“和谐乡村”的美丽

乡村建设典范。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

健康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二次会议召开

9 月 1 日，“健康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

次会议”在苏州顺利召开。联盟理事会成员、观察员单位代表及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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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员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各位理事及授权代表积极讨论并投票

通过了《健康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章程》、《健康建筑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会议事规则》、《健康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经费管理办法》等共 7 项联盟工作文件，标志着联盟管理体系与工

作制度基本完善。同时，根据《章程》要求和联盟工作需要，联盟遴

选和邀请了多名行业专家组建了联盟技术委员会。广州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副总经理胡贺松被聘为联盟技术委员会委员。建筑节能研究所江

向阳所长助理代表单位参加了本次会议。 (市建科院节能所)

厉兵秣马迎战首个 EPC 项目

广州机施集团凭借丰富的施工经验和综合管理实力，一举投得新河

浦片区环境改造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该项目是机施集团承建的首

个 EPC（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

项目地处广州市中心城区，是越秀区重点项目，拟改造的道路长约

4.4 公里，道路红线宽度约 7-26 米，道路改造面积约 50453 平方米。建

设项目主要包括沥青路面刨铺、人行道透水砖更换、排水设施改造等。

负责施工的第四工程管理部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将项目作为展示机施集

团项目管理模式的平台。管理部召开项目动员会，派出了 18人的项目管

理团队。管理部经理李志伟进驻项目现场指挥，给予了项目部很大的鼓

舞和支持。面对工期短、工作内容繁杂等重重困难，新河浦项目全体管

理人员都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前期

的各项工作，力求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工程进度，努力将项

目打造为精品工程、标杆工程。 （广州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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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项目荣获 “贵阳市 2017 年度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称号

近日，从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传来喜讯，由广州宏达工顾问有

限公司提供建设管理服务的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项目荣获“贵阳市 2017

年度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荣誉称号。

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自 2016 年 3 月项目施工以来，宏达项目团队认

真落实各项安全文明施工制度及要求，以打造优质精品工程为目标，以

建设安全文明样板工地为准则，在安全管理、质量控制、文明施工等建

设管理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在今年 5 月顺利通过贵阳市观山湖

区人民政府及区住建局、安监局等主管部门领导的现场考察。贵阳观山

湖万达广场是贵州省首座万达广场，项目位于贵阳市观山西路与云潭南

路交叉口处，总用地面积 4.1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5.86 万平方米，

为单栋大型购物中心，地上五层（局部六层），地下两层，总投资额约

为 8 亿元。 （宏达）

中国华西深圳基金大厦项目获首批

“全国建筑业文化建设示范项目部”殊荣

近日，第二届全国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海南海口举

行，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了首批“全国建筑业文化建设示范项目部”名

单，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深圳基金大厦项目部名列其中。基金大厦项

目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深南中路与益田路交汇处，东临市民中心广场，

西侧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南侧为深南大道主干道，地理位置优

越，建成后将成为深圳 CBD 中心地标性超高层写字楼。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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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森公司举办安全生产知识讲座

6 月 23 日下午，华森公司 2017 年安全生产培训会在报告厅召开，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夏世标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邀请了市安委办王老师进

行了主题为“强化健康教育，实现全民健康”安全知识讲座，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韩玉斌传达了集团安全会议有关精神，并对当前公司安全生

产工作作出了重要工作布置。公司所属各职能部门、运营中心、分子公

司（远程视频）、合作单位共 8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会议围绕“强化健康教育，实现全民健康”、“认清安全生产形势”、

“落实安全生产要求”，针对员工在经营及非经营生产活动中如何贯彻

以人为本，人人负责，人人参与的安全生产要求进行了全面的讲解，同

时传达了集团关于各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提出了从公司文化

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方案。对于提升员安全意识、

做好安全防范、完善安全措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华森）

星汇云锦项目摘两大奖

广州市一建公司佛山市越秀星汇云锦广场一区工程接连获得“广东

省建设工程优质奖”和“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两项大奖。

越秀星汇云锦广场一区工程是佛山市南海区地标性工程项目，是集

商业、办公、住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项目工程。在此之前，项目还获

得“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广东省 AA级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及“全国 AAA 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等多项荣

誉。 （姜琎）

骏业建科在茂名开展绿色建筑软件专业技术培训

9 月 26 号上午，茂名市建筑行业协会邀请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

http://www.xuexila.com/fanwen/cu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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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专业技术团队对茂名地区审图机构、各设计院的审查及设计人员

开展了绿色建筑软件的专业技术培训。培训会议在茂名市住建局会议室

召开。主要内容包括绿建包软件的介绍和应用示范，并就绿建包内的绿

建设计、日照分析、采光分析、建筑通风、建筑隔声、住区热环境等模

块进行详尽的解读。骏业建科高级绿建工程师熊东方介绍了绿建包的特

点和优势，BIM 的绿色建筑解决方案。

据介绍，绿建包采用模型共享技术，实现一模多算，高效便捷，提

升了绿色建筑模拟分析的效率。绿建包内的日照分析（日照软件 SUN）

首次提供了绿色建筑指标及太阳能利用模块，通过共享模型技术解决日

照分析、绿色建筑指标分析、太阳能计算问题，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构建于AutoCAD平台的采光分析软件——绿建采光DALI是国内首款建筑

采光专业分析软件，主要为建筑设计师或绿色建筑评价单位提供建筑采

光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工具，可快速对单体或总图建筑群进行采光计算，

提高绿建设计师的工作效率。 ( 骏业建科)

广州四建承建广州呼吸中心项目动工

7 月 7 日,由四建公司承建的广州呼吸中心项目动工仪式在荔湾区

大坦沙举行。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华、副市

长王东，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荔湾区政府等领导，以及集团公司

总经理梁湖清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广州呼吸中心项目是四建公司近期承接的一项较大的重点工程，

占地面积 9208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93690 平方米，合同造价约为

4.73 亿元，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竣工。 (广州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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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在一建芦湾项目进行

日前，2017 年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演练在广州一建南沙芦湾项目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刘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朝辉、广州市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贵等领导嘉宾，以及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专家、参演单位、业主单位和各施工单位共约 500 人

参加了活动。

作为本次演练活动的演练单位，广州一建组建了 50人的演练队伍，

并邀请 120 急救中心、公安消防大队进行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主要针对

高支模坍塌事故进行，演练内容包括事故报警，现场警戒，救治伤员，

分级响应，善后处理等应急救援过程。应急演练检验了建筑施工企业突

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建筑施工应急

救援能力。 （广州一建）

【交流平台】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工业化建筑连接

节点质量检测技术”第二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7 月，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工

业化建筑连接节点质量检测技术”第二次工作会在苏州顺利召开。院检

测中心王霓主任、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小翔董事

长以及应邀的科研财务专家、各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等 30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院检测中心孙彬博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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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人王霓主任强调，各子课题承担单位及研究人员要按照子

课题任务书中的进度要求安排研究工作，要注重对研究成果的展示和宣

传，扩大课题研究工作的影响力，在保证科研进度和成果质量的基础上，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科研财务管理规定对科研经费进行管理与支配。本次

工作会议还邀请财务专家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报销和核算制度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对经费使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随后，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宁波大学、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宝业集团浙江建设产业研究院

有限公司、北京珠穆朗玛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8个子课题承担单位，分别从子课题概况、已开展工作及阶段性

成果、下一步工作计划和经费使用情况等方面对各自的研究工作进行了

详细汇报。与会人员踊跃发言，对各子课题的研究方案、技术路线和研

究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听取各子课题的汇报后，课题负责人王霓主

任对大家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各单位及相关科研人员继

续努力，圆满完成既定研究任务，取得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会后各参会

人员对海门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预制构件生产车间和典型示范工程

进行了现场观摩与调研。

“工业化建筑连接节点质量检测技术”是隶属于“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工业化建筑检测与评价关键技术”的研究课题之一。课

题针对目前在装配式建筑实践中发现的连接节点质量问题，对适用于装

配式结构的连接节点质量检验技术进行研究。课题技术成果有望为我国

建筑工业化的发展及相关质量检验工作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

（中国建科院检测中心）

中国西部首个省级大型核电科普展厅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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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提供工程建设管理服务的广西

科技馆核电科普展厅正式对外开放，该展厅是我国西部首个省级大型核

电科普展厅，同时也是展示国家名片——“华龙一号”等核能科普知识

的重要阵地。

核电科普展厅面积近千平方米，展厅以“互动吸引和清洁安全”为

设计理念，融入了 VR、AR 互动、语音识别交互、光感应交互、多媒体演

示、核电站实体模型展示等新颖丰富的展示手段和互动方式，全面展示

了国家名片“华龙一号”、神奇的裂变、运转的核岛、铀的旅行、反应

堆的秘密、双层安全壳等 20多个实体模型及互动类展项。

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服

务供应商之一，是国内最早的科博展览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探索者和实

践者，承担了中国科技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北京科学中心、内蒙古科技馆新馆、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山西省科技馆、

湖南科技馆、武汉科技馆新馆、佛山科学馆等近百座省市级科博场馆的

工程咨询和建设管理服务，被誉为“国内科技馆建设项目管理的一面旗

帜”。 (宏达建投品牌部)

发：各会员单位。

抄送：各有关单位。

联系电话：89281210 E-mail:gzsjzjnkjxh@126.com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2）
	【协会动态】
	 【会员信息】                                           
	万科入选“2017年全亚洲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            (6)
	 【政策资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 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全国建筑
	● 严肃查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从严追究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强化资质资格管理相关处罚措施的适用，对
	● 加大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作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
	●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建筑施工活动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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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再添两个绿色公共建筑佳作
	近日，市节能墙革办组织专家对住建部和广州市共建的两个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新技术应用项目(即“中国南方
	南网综合基地引入BOO市场机制创建绿色建筑。南网综合基地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包括总部生产办公区等
	保利总部办公楼A座荣获中美绿色建筑双认证。该项目综合运用温湿度独立控制空调系统、可调节外遮阳、中水回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孟冲，介绍健康建筑理念，解读《健康建筑
	宣贯培训会从标准评价、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实践案例等视角，与学员共同探讨我国健康建筑的发展现状及未来
	专家委员会一共有112名专家组成，主要包括勘查设计、开发建设、监理、施工、检验检测单位、高等院校、科
	“2017广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在海珠湿地启动
	9月16日，2017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在海珠湿地正式启动。活动由广州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创委、
	活动当天，数千名市民和科技爱好者参加了主会场科普嘉年华活动。活动现场分为“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
	万科入选“2017年全亚洲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
	助力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 
	——城建开发设计院编制清远市五个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9月1日，“健康建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苏州顺利召开。联盟理事会成员、观察
	厉兵秣马迎战首个EPC项目
	广州机施集团凭借丰富的施工经验和综合管理实力，一举投得新河浦片区环境改造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该项
	项目地处广州市中心城区，是越秀区重点项目，拟改造的道路长约4.4公里，道路红线宽度约7-26米，道路
	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项目荣获 “贵阳市2017年度
	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称号
	近日，从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传来喜讯，由广州宏达工顾问有限公司提供建设管理服务的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
	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自2016年3月项目施工以来，宏达项目团队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文明施工制度及要求，以打
	中国华西深圳基金大厦项目获首批
	“全国建筑业文化建设示范项目部”殊荣
	华森公司举办安全生产知识讲座
	6月23日下午，华森公司2017年安全生产培训会在报告厅召开，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夏世标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围绕“强化健康教育，实现全民健康”、“认清安全生产形势”、“落实安全生产要求”，针对员工在经营及
	骏业建科在茂名开展绿色建筑软件专业技术培训
	9月26号上午，茂名市建筑行业协会邀请深圳市骏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的专业技术团队对茂名地区审图机构、各
	据介绍，绿建包采用模型共享技术，实现一模多算，高效便捷，提升了绿色建筑模拟分析的效率。绿建包内的日照
	广州四建承建广州呼吸中心项目动工
	    7月7日,由四建公司承建的广州呼吸中心项目动工仪式在荔湾区大坦沙举行。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市
	    广州呼吸中心项目是四建公司近期承接的一项较大的重点工程，占地面积9208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省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在一建芦湾项目进行
	日前，2017年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在广州一建南沙芦湾项目举行。广东
	作为本次演练活动的演练单位，广州一建组建了50人的演练队伍，并邀请120急救中心、公安消防大队进行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工业化建筑连接
	节点质量检测技术”第二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中国西部首个省级大型核电科普展厅正式对外开放
	     日前，由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提供工程建设管理服务的广西科技馆核电科普展厅正式对外开放，
	     核电科普展厅面积近千平方米，展厅以“互动吸引和清洁安全”为设计理念，融入了VR、AR互动、
	发：各会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