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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 

2016年度工作报告 

 

2016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发展进程中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发展了新局

面。在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内蒙古自治区民政

厅的领导下，在各部级协会的指导下，得到自治区各盟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盟市协会的关心支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通过全体理事和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紧紧围

绕协会的章程和宗旨，积极适应改制后的新形势新特点，坚

持以服务会员单位为主题，以促进行业诚信建设为主线，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会员企业管理水平，突出抓好人

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加强行业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协会职能作用，较好地完成了一届一次理事会议确

定的目标任务。一年来，我们求真务实、勇于承担，各项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 政会分离，切实做好协会整合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原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

管理协会更名、原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监理协会和原内蒙古自

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协会整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工程

建设协会。2016年 4 月 9 日，在呼和浩特市先后召开了内蒙

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理事会议，

会议通过了《章程》、《会员管理办法》、《专家管理办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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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管理办法》、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选举产生本届理事会

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及领导结构人员。 

2016 年 5 月原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监理协会、原内蒙古

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协会注销办理完毕，内蒙古自治区

工程建设协会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登记备案。 

内蒙古自治区工程建设协会秉承依法设立、自主办会、

服务为本、治理规范的宗旨，强化行业自律、社会责任和自

身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独特优势

和应有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市场

主体和企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行业技术进步。 

二、 突出行业特色，大力加强党建工作 

1.建立协会党建工作机制。对目前行业党建工作现状进

行深入调研梳理，协会秘书处率先建立党的组织和工作“全

覆盖”，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水平。 

2.加强党组织建设。针对行业党员分散、流动性大的特

点，鼓励有条件的会员单位建立基层党组织，拓展党组织活

动阵地。 

三、 制定和落实行业自律公约，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为建立健全行业诚信自律，规范执业行为，完善自我约

束和相互监督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社会信誉，维护市场秩

序，保障合法权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内蒙古自治

区工程建设协会章程》，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监理

行业自律公约（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

律公约（试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使企业、委托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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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自觉履行守法、诚信、公平、公正的社会责任，自

觉地抵制失信、违规、违法行为。 

四、 依托信息化提升会员服务水平 

2016年，开展《内蒙古工程建设》和“内蒙古自治区工

程建设协会 www.nmggcjsxh.org.cn”官方网络服务平台建

设。利用期刊、网站媒介，发挥学术理论指导和宣传推广作

用，紧密结合行业发展形势，加强对政策导向、法律法规、

行业文件、行业动态、学术交流、资讯动态等的宣传力度。

同时完善网络沟通平台，建立有协会微信群、各专业邮箱、

公共邮箱和协会、监理专业、质量专业 QQ群，便于对协会提

出相关建议的发送、上传和下载查阅相关资料，从而达到增

进协会成员感情的目的，增加会员对协会的热情和积极性，

使会员积极组织参与协会的相关活动，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 

五、 开展各类培训交流，着力提高继续教育质量 

协会为会员单位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免费培训交流，

2016年在各项工作和活动的开展中，始终把尊重会员的权利，

保障会员利益放在首位，注重结合政策、形势、社会的需要，

竭力为会员服务，使协会受到各界的关注和好评。 

1.为注册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提供网络继续教育，

2016 年通过网络继续教育的造价工程师 1749 人次、监理工

程师 113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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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开展现场培训。先后举办华润深圳湾国际商业中

心 BIM综合应用、浪潮下的咨询企业 BIM 之路、钢筋平法等

专题培训。 

建筑业“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于 2016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对建筑企业的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市场

营销、财税管理等带来了巨大影响及改变。为进一步做好企

业“营改增”工作，积极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做好“营改增”

转型，促进行业更好发展，使企业管理精细化专业化，全面

梳理研究“营改增”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制定应对措施，

及时进行调整，先后在包头市、赤峰市、呼伦贝尔市、巴彦

淖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呼和浩特市举办建筑业营改

增对工程造价及计价体系的影响、建筑业营改增对工程造价

及计价体系的影响及相关财税政策解读、建筑业营改增风险

与机会分析等 11场培训讲座。 

3.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现场交流会，与中国建设监理协

会联合举办“工程监理企业信息化管理与 BIM应用经验交流

会”；与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联合举办“建设工程造

价国家级行业标准规范宣贯培训”。 

4.组织会员单位代表参加部级协会举办的培训交流，如

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分会举办的“建筑业质量

管理标准化应用现场交流会”、“全国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

活动成果交流会”；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举办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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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造价行业营改增专题师资培训”、“2016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 ppp模式专题论坛”、“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核心人

才培训与交流会议”、“BIM 技术与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转型

升级培训” 、“PPP 项目运作及建设工程造价行业营改增专

题培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

举办的“2016 年第三期全国建筑市场与招投标行业人员高级

培训”；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举办的“应对工程监理服务价格

市场化交流会”等。  

5. 组织观摩江苏常州“住宅质量管理标准+互联网”

模式建造项目，就建筑业质量管理标准化应用内容开展学习

调研；现场观摩内蒙古康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一

届“康远杯”专业（测量）技能大赛；参加内蒙古巨华集团

大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江苏武进建工集团才良分公司交

流学习会；参加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管理学院 60华

诞活动。 

各种现场培训交流会议共计 29场，参加者 9800人次之

多，内容涵盖营改增、BIM 技术、PPP 模式及政策理论、标准

规范等，提高了行业从业人员能力，以推动自治区行业管理

的持续发展。 

六、 发挥优势，为行业和政府服务 

为政府当好参谋、为行业服务、推动行业发展是本届理

事会的重点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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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经多次研讨、

论证，先后编写《国有资金投资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监理

招标文件编制指导意见》（草案）、制定《内蒙古自治区建设

工程 BIM 技术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为行业健康发展，规范执业行为，通过市场调研、分

析论证，组织企业和行业专家，参照国家、其他省市、自治

区标准规范，制定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监理费计

费指导意见（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试行）》。 

3.督促会员单位做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投

标保证金专项治理检查工作。 

七、 开展评优创先，带动行业健康发展 

1. 组织开展 2015-2016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先进招标代

理机构、优秀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评选，2015 年度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优秀施工企业和先进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评选活动，全

区 16 家招标代理机构、31家工程造价咨询企业、35 家施工

企业、50家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当选，树立行业先进，带动行

业发展。 

2. 组织参加 2016 年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活动成果评选，强化施工企业质量意识，提升人员技术水平，

全面提高工程质量水平。 

3. 组织开展 201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杯”工程质

量奖及内蒙古自治区优质样板工程评选工作，在各级建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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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确保建筑施工企业创优工程有序

进行。 

4. 组织参加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造价技能及创新

竞赛、第三届全国 BIM大赛、中建“钢构杯”全国建筑钢结

构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中价协第三批资深会员推荐认定、中

价协第五届优秀工程造价成果奖评选活动、中价协 2015 年

度评优选先活动、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关于全国市政金杯示范

工程评选、2015-2016 年度全国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先进单位

评选表彰活动等，收益颇丰。 

八、 协助做好资格注册管理，规范行业市场行为 

根据《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7号），

对自治区通过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监理工程师进行初始注

册，对注册期内无不良执业行为的注册监理工程师办理延续

注册和换发注册证章，为需要而变更单位的人员及时办理变

更注册手续，因其他因素造成信息不完善的及时补正。2016

年度办理监理工程师初始注册 416 人次、延续注册 1007 人

次、变更注册 234 人次、遗失补办手续 6 人次、资格注销手

续 15 人次，发放注册证书 1494本、委托代办印章刻制 1411

件，全年累计办理 1678人次。 

九、 切实做好会员登记、管理工作 

1. 完善会员登记、管理制度体系，接受单位会员申请

651 份，其中工程监理企业 129 份、施工质量企业 177 份、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164份、招标代理机构 181份。建立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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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库，完成建筑施工质量、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机构会员单位基本信息采集。 

2. 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建立专家库，接受专家推荐

表 380人。 

3. 制作、颁发会员单位和评优获奖证书、牌匾合计 299

套；完成文件、期刊等邮件发送共计 7078件；受中国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协会委托，《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专业

人才培养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继

续教育培训教材》等期刊、书籍，发送内蒙古自治区中价协

会员单位共计 844 件。 

强化服务理念，着力提升会员管理水平，完善服务制度，

细化服务措施，增强服务实效。 

十、 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为龙头，开展诚信建设 

组织开展会员管理及信用评价工作，按照住建部和中价

协的工作部署，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与能力综合评价为

先，全面开启诚信建设工作，召开“201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工作会议”和“全区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信用评价工作会议（实操讲解）”，以完善会员基础

信息和诚信信息采集，建立会员诚信档案，探索行业诚信信

息公示制度，引导全行业诚实守信、依法执业。 

十一、 协助各专业部级协会做好工作 

协会各行业工作分别接受中国建设监理协会、中国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分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等部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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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业务指导，先后参加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地方协会秘书长

会议、全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中国土木

工程学会建筑市场与招标投标研究分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

次扩大会议暨经验交流会、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理事

会议和信息化建设会议、中国建设监理协会第五届四次理事

会议，有序开展相关工作。 

十二、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 

1. 注重发挥专业 (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先后组织召

开监理、造价、质量、招标代理等专业 (专门)委员会及技术

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会议，研究工作规则，审议工作事项，

部署工作任务，有效推动了协会工作和行业建设。 

2. 开展行业宣传工作。为进一步反映行业建设成果，

宣扬先进典型，协会注重加强宣传任务、形式、时限，使行

业宣传工作有了基本遵循，及时报道行业工作动态和建设成

果，2017年协会在期刊、网站上登载稿件 214篇，传导了行

业正能量，扩大了行业社会影响力。 

3. 抓好秘书处全面建设，秘书处设立造价招标部、质

量监理部、期刊信息部、综合部，完善各部室职能职责、工

作规则等规章制度，先后出台了秘书长（副秘书长）岗位职

责、人事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考勤管理制度、年度考

核办法、会议制度、文件处理和归档立卷制度、证书证章制

度、财产管理制度，保证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对其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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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认真严肃的对待协会工作，使秘书处岗位职责更加

明晰，办事程序更加规范，工作运行更加正规有序。 

十三、财务工作井然有序 

协会的经费来源以会员缴纳会费为主，协会秘书处严格

按照规定收取会员会费，接受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的审计

监督。 

1.2016年共接收 513家会员单位会费，其中监理专业 98

家、造价专业 201 家、招标代理机构 150 家、施工质量专业

64 家。 

2.在经费管理方面，协会所有会费皆为公共收入，任何

人不得私自占用、挪用。由秘书处详细列载经费收支，设立

账册及财务清单，定期向秘书长进行汇报，并接受监督。经

费以高效和节约为原则，均用于协会相关工作活动，由承办

部门详列预算，活动过后提交正规、清楚的发票凭据，制定

了严格的财务报销制度，做到财务收支合理、账目责任清晰。

对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年度会计报告，经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按规定公开。 

过去的一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全体会员

单位努力的结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看到，协会

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各级领导的指导力度不够、

会员单位主人翁意识不足、会员之间沟通交流欠缺等等。我

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在各级领导指导监督下，引领好行业的

http://www.5ykj.co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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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维护好行业形象和口碑，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为会

员单位提供更多的服务，团结和依靠广大会员企业共同努力，

更好地做好协会工作。 

 

 

 

2017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