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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今天阴有小雨；明天阴到多
云，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白天最高温度
4～5℃；明天早晨最低温度 3～4℃，山
区 1～-1℃，有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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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保持两位数增长
中天控股集团转型升级迈向新征程

□记者 郭好进 通讯员 胡巧玲
本报讯 每年年初八，是中天控股集团的传统招聘日。明天，中天集团旗下 33 家单位将在东阳人才市场三楼联袂举行大型招聘会，
招揽涵盖项目现场管理、市场管理、工程管理、技术管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岗位上千名人才，为集团迈向新征程补充新鲜血液。

中 天 集 团 去 年 全 年 承 接 业 务 1300 亿
元，完成产值与销售 1100 亿元，营业收入
900 亿元，上缴税收 42.26 亿元，在转型升
级的道路上大踏步迈进。
中天集团的转型自十年前便已拉开帷
幕，先后实施了三个三年规划。中天集团多
管齐下、多点布局，持续、深入推进企业转
型升级。
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推进建筑施工现代
化。瞄准国际建筑行业现代化发展趋势，中
天集团制订了企业“技术进步”五年规划和
“设计板块”五年规划；创建技术研发中
心，组建施工技术、建筑信息化、绿色建
筑、建筑工业化四个研究所，集团总部组建
了 BIM 中心和绿色建筑工业事业部，全面
推进建筑施工的技术进步。目前，集团 13
个区域公司均已成立 BIM 分中心，在全国
布局 17 个新型建筑工业化基地，其中 5 个
基地已建成投产。
加强设计研发能力，为土建施工提供设
计研发“大脑”，推广设计施工一体化。中天
集团通过改组兼并和新建，已拥有中天设计、
中怡设计、天怡设计三家设计院。以设计为

龙头，集团承接和完成了一批总承包项目，
积
累了丰富的工程总承包管理经验。设计施工
一体化，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技术支撑能
力。中天集团总部不仅可以对分布全国的区
域公司和建设项目召开互联网+研讨会，对
互联网+BIM、互联网+绿色建筑等进行探
讨，而且可以实现工程检查、实测实量、进
度管理、大型机械管理等，提高了总部对基
层的技术支撑能力。
依靠技术进步，
中天集团每年在
“高、大、
难、特、新”工程建设中都有新突破，
施工业务
也从以住宅建设为主扩展到地铁、高速公路、
桥梁、市政隧道、建材生产等新的业务领域，
经营规模每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据统计，中天集团迄今共创出鲁班奖
24 项 ， 是 获 得 鲁 班 奖 最 多 的 民 营 企 业 之
一。此外，还创出其他国家级奖项 200 多
项、省级优质工程 500 多项、省级文明工地
1600 多 项 、 省 部 级 以 上 优 质 工 程 800 多
项。正如中天集团董事长楼永良所言：要把
诚信、质量作为中天最耀眼的特征。这个特
征自中天集团成立起便闪耀至今。

“每建必优”已成为中天人骨子里的准
则和基因，成为放眼全国、决胜市场的重要
法宝。中天集团近年来大力推行项目管理标
准化，通过实施统一的作业标准和施工工
艺，规避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通病和安全死
角，为打造成为“质量诚信标杆企业”不断
努力。
前不久，中天集团发布了“优结构，强
技术，严管理，求质量”的新三年规划和新
版品牌战略。未来三年，中天集团将围绕大
土木行业，以工程服务和地产置业为两大核
心产业，积极拓展产业链上下游及关联产
业，在建造可靠质量工程的同时追求超越客
户期望，将优质品质延续到绿色建筑、现代
工程、房产开发的增值服务中，成为行业顶
尖的现代工程服务商和美好生活服务商。
为助力集团加快转型升级，中天集团近
年来出台了“新时期人才新政”“揽星计
划”“匠才计划”等专项人才引进方案，积
极引进各领域中高端人才，整体人才层次提
升显著。与此同时，集团人才招聘重点也逐
步由满足传统项目基础性岗位逐渐向转型发
展、技术设计等新业务领域转变。

两小时筹近亿元教育基金
巍山乡贤踊跃捐资助学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蒋璐
本报讯 6 日上午，巍山镇召开乡贤、
校友新春捐资助学茶话会，得到了 20 余位
社会贤达的积极响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施侍伟、市委副书记李宝春出席。
座谈会上，乡贤们积极建言献策，并
踊跃捐款。巍山中学校友徐国强现场捐资
2000 万元，乡贤韦月秋、赵宝其、吴绍平
分别捐资 1000 万元，赵纯心、吴顺华分别
捐资 600 万元，吴江锋捐资 300 万元，吕
中良、朱国华、李海荣、吴永旦、应大
成、赵向东、赵刚、赵跃其、赵卿、徐华

新分别捐资 200 万元，朱云良、吴凌翔、
金云华分别捐资 100 万元……爱心善举不
断聚拢，教育基金不断攀升。短短 2 个小
时，现场筹集教育基金 8800 万元。目前，
捐资助学活动还在进行中。
李宝春对乡贤捐资助学之举表示赞赏，
并希望乡贤们当好巍山教育事业发展的引
路人，
进一步改善教育机制、营造良好氛围。
施侍伟指出，巍山要进一步明确定位，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项目落地投产，集
聚镇区人气，完善文教卫配套设施；巍山教
育基金要发挥最大效用，留住并引进优秀师
资力量，
打造浙中文教之名镇。

叙乡情 话发展

海外海归人士新春座谈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边梅
本报讯 大年初三，六十余位来自世界
各地的东阳籍海外海归人士欢聚一堂，参
加新春座谈会，共叙友谊，共话发展，喜
迎新春。市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李宝
春，市政协副主席赵晓珍出席。
参加座谈会的东阳籍海外海归人士中，
有科研院校学者，有创新创业人才，有侨团
侨领，也有海归青年。参加座谈会的海外海
归人才听取了 2018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和 2018 年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的通报，并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从专业角度建言献策。去年，我市多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都位居金华前列，全市
侨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座谈会上，李宝春对海外海归人才为
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希望在新一年里，海外海归人士继
续勇攀高峰，存续乡情，敞开怀抱，为家
乡发展多出谋划策，多贡献力量，共同谱
写东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金华银行·东阳市民卡”杯 头版图片新闻竞赛

■

编者按：
一元复始，
万象更新。一年一度的市“两会”
即将召开，
代表、
委员在关注什
么？他们将反映哪些民声民意，
将如何为进一步推动东阳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今起，
本报开辟
“代表委员风采”
栏目，
让我们走近部分代表委员，
听听他们的声音。

欢庆新春

市人大代表张永进：

大年初一，横店镇官桥村人头攒
动，“村晚”在该村文化礼堂中热热
闹闹举行。晚会现场，掌声笑声不
断。该村保留了 50 多栋明清古建筑
和一条老街，并于 2018 年入选浙江
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名
单。
记者 孙振华

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
□记者 陈云

每一笔扶贫资金都到位
市财政局动态监控助力精准扶贫

□记者 郭好进 通讯员 黄萍华 张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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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委员陈宵：

切实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绩效。在确保
低收入者分享政策红利的同时，鼓励他们尽
快脱贫致富，达到精准脱贫的要求。
据了解，我市去年在全省率先达到扶贫
资金绩效目标填报率 100%。
“扶贫资金是‘保命钱’‘救命钱’，我
们确保扶贫资金精准使用，提高使用效益，
把钱花在刀刃上，让每分钱都发挥出更大的
效益。”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让更多的贫
困人口受惠，财政工作人员一直在路上。

微博：
http://weibo.com/dydaily

微信：
dyrbwx

让特殊儿童享有学前教育
□记者 董莹
“作为一名儿童康复医生，我从
2013 年开始和特殊儿童打交道，对于这
些孩子们来说，学前教育尤为关键。”日
前，市政协委员、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陈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的提案就
与特殊儿童学前教育相关。
在日常工作中，陈宵经常和特殊儿
童在一起，对当前我市多数特殊儿童难
以进入普通幼儿园的现状以及他们的受
教育需求非常了解。陈宵除了在工作上
尽己所能帮助孩子们做康复训练外，积
极和上级康复机构专家交流，学习了解
外地先进经验。
“我从市残联了解到，目前我市 0 至

东阳新闻网：http://dynews.zjol.com.cn

8 岁持证残疾儿童有 151 人。”陈宵说，
这些特殊儿童最大的需求就是康复训练
和教育服务，目前杭州有两家较为知名
的特殊儿童群体学前教育机构，但我市
尚没有正规的特殊儿童学前教育机构，
难以满足需求。
陈宵将在提案中建议，利用我市
中医院已有的儿童康复机构为基础，
配备足够的特殊教育师资，组建一所
集康复、医疗、特殊教育、培训、科
研于一体的事
业机构，在节
省一部分人力
物力的同时，
加快该项目落
地。
看访谈
扫一扫

本报讯 新春佳节，扶贫资金是否全部
发放到位？低保户、受助对象满意度如何？
日前，市财政局工作人员通过扶贫专项资金
动态监控系统检查确认，到位的 2000 万元
已经全部发放至每一位建档立卡的受助对象
银行卡中，受助对象满意度为 100%。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中央治国方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市财政部门不
断推动思路创新、机制创新和工作方法创
新，扎实做好精准扶贫相关工作。
2018 年 ， 我 市 共 到 位 上 级 扶 贫 资 金
6853 万元，落实扶贫项目 11 个。2018 年
底，财政部开发的扶贫专项资金动态监控系
统正式运行。市财政与民政、残联、教育等
部门联合行动，将上级扶贫专项资金全部纳
入动态监控系统，通过大数据技术，聚焦扶
贫资金预算安排、逐级下达和支出的各个环
节，实现了财政扶贫资金运行过程可记录、

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溯、绩效可跟踪。
为确保扶贫资金与扶贫项目相匹配，项
目实施进度与资金支付进度相匹配，项目绩
效管理与项目落实成效相匹配，市财政局将
扶贫资金、项目纳入动态监控系统，建立组
织体系，形成工作机制，落实相关工作。
为使每一笔扶贫资金都受到有效监控，
让真正困难人群得以救助，市财政局确定
16 名业务骨干为动态监控平台的审核与经
办人员，按照“谁使用、谁填报，谁分配、
谁审核”的要求落实责任，加快指标和项目
分配，按预算管理职责将归口管理的扶贫资
金具体项目及绩效目标录入动态监控系统，
完善审核把关机制。在市残联、民政、教育
等部门的配合下，各方联动，全力以赴，一
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审核，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地填报，确保了填报进度和准确性，扶贫资
金动态监控工作做到了常态化、制度化、全
过程。
市财政局还在创新监管形式上下功夫，

看访谈
扫一扫

日前，记者见到市人大代表、南马
镇联合村村委会主任张永进时，他正在
瑶仪自然村的施工现场察看。
作为我市首批产业特色精品村，瑶
仪目前正着力打造官窑文化，以“陶”
“窑”文化为主题，开发以陶艺文化为主
的系列产品。瑶仪文化底蕴深厚，村庄
环境也令人赏心悦目。“ 《百村故事》 征
访团队对瑶仪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深
入挖掘。”张永进说，有了这些历史积
淀，瑶仪经过多次筛选，最终确定了发
展方向——体验式旅游景点。村里还将
打造“山林越野”体验项目。
张永进在带领村庄发展的同时，积
极履行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南马镇近
些年需水量急剧增加，原先的水厂供应

能力不足，镇里多次限制供水。去年大
元水库引水工程破土动工后，为加快工
程进度，张永进等人大代表及时约见了
相关部门负责人。去年 11 月下旬，工程
全部完工，并试通水。
当前，我市正在大力推动乡村振
兴。张永进认为，乡村振兴要因地制
宜，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首
先，要围绕当地特色，制定发展规划，
而不是“千篇一律”。此外，张永进希
望关部门单位尽快将画南下线白改黑提
上“议程”。“画南下线车辆往来多，路
面上一些地方
破 损 非 常 严
重，给沿路的
村民出行带来
不便。”张永进
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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