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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宁调研第十二届中国（南宁）国
际园博园项目建设工作

划（2015—2035）》（以下简称《规

为加快推进第十二届 中 国 （ 南 宁 ）

《规划》进行了认真审查，提出了建设

国际园博园（以下简称“南宁国际园博

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原则同意《规划》

园”）工程项目建设工作，12月21日，

通过评审。

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封宁一行到南宁

会议邀请吴伟权、欧阳东、李迎春、

国际园博园施工现场进行调研，并召开

杨鹏4位区内城乡规划、区域经济、交通

工作推进会。

等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并推选出吴
伟权担任专家组组长。专家组在听取编
制单位的汇报后，一致认为，《规划》
编制原则、依据和技术路线合理，专题
研究较深入，规划内容和深度基本符合
有关要求，有利于引导边境地区城镇化
健康发展。
《规划》期限为2015年至2035年，其
中近期至2020年，远期至2035年。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封宁一行实地考察
南宁国际园博园东盟馆等景观工程的建设现场

范围包括百色、崇左、防城港3个地市的
12个县（区、市），行政所辖土地总面
积2.84万平方公里。

当天，封宁一行实地 考 察 了 南 宁 国
际园博园东盟馆、清泉阁、园林艺术馆
等建筑工程及芒果树王、七彩湖等景观
工程的建设现场，听取了第十二届中国
（南宁）国际园林博览会筹办工作指挥
部的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封宁表示，要
科学合理设置目标，充分考虑各种困
难，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及时解决存在
问题，做足细节文章；施工中要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施工，规避安全

韦 威）

∷广西成立首家中介超市 规范行政
审批中介市场
近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市场一直存在着中介服务收
费高效率低、“红顶中介”垄断市场等
各种问题，严重影响了项目审批和工程
项目建设速度。为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市场，提高中介服务效率，贵港市建
立了广西首家行政审批“中介超市”。
“中介超市”通过采用“网络为主+实
体为辅”方式，建设互联网中介服务平台
和实体中介超市大厅。项目业主登陆平
台后，就可以像超市购买商品一样，根
据“中介超市”公开的中介机构综合服

技术审查会现场

构的中介服务项目进行评价打分。按照

砖等节能新材料、新技术，起到新型墙

“微课堂”借助视频教学，突破时

分值评定一到五星5个星级，评价结果实

材推广、建筑节能以及地方特色塑造等

空限制，实现面向全区的网络同步与异

行动态管理，实时公布向社会公开，对

作用。

步教学结合的学习模式，实现技术培训

被评为三星及以下的中介机构，要求限

烧结多孔砖由页岩为主要原料通过

全覆盖，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难题，

期整改，情况严重的通报有关部门进行

机械挤出成型、隧道窑烧制而成，烧出

提高农村危房改造与村镇建设管理水平，

处理，有效地改善了中介行业无人监管

来的砖不仅硬度高、隔音好，还能起到

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促进美丽乡村示范创

的混乱局面。

冬暖夏凉的作用，十分节能环保。此

建提质升级，推动乡土经济快速发展。

目前，该“中介超市”已有356家行政

外，烧结多孔砖清水墙的砌筑对施工工

“微课堂”将在广西住房和城乡建

审批中介机构入驻，涉及工程咨询、评

艺的要求非常高，砌砖必须完整无缺，

设网“美丽广西 魅力村镇”专栏播出，

估、城乡规划编制、工程勘察设计、施

勾缝必须均匀、清晰、准确，线条成一

并在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微信公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程监理、工程造价

条直线，才能使整个建筑美观、大气。

众号、广西城镇建设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咨询、招标代理、采购代理、工程质量检
测、测绘共11大类。（陈芊洁 秦钟明）

∷全区首个烧结多孔砖清水墙农村老
人儿童活动中心建成

务水平和能力、时长、效率等“货比三

全区首个烧结多孔砖清水墙农村示

家”，并通过中介超市系统以直接委托、

范项目——防城港市扶隆镇桂坝村老人

随机抽取、网上竞价等方式自主便捷选择

儿童活动中心建成并通过验收，即将投

中介机构开展中介服务事项。

入使用。该项目的建成标志着广西探索

“中介超市”的建立，不仅是行业部

利用现有的隧道窑烧结工艺生产的烧结

门监管工作更加有效，而且企业从中得

多孔砖可以直接运用在内外墙砌筑，不

到了真正的实惠。“中介超市”对入驻

用再批砂浆。项目建筑墙体达到装饰清

的行政审批中介机构实行了统一服务承

水砖的效果，取得良好的示范作用，进

诺时间、统一合理收费、统一服务质量

一步推进了这一新型墙材在全区农村的

要求、统一服务评价标准“四统一”制

推广和应用。

验收活动结束后，自治区、防城港

进行推送，同时还将制作刻录一定数量

市、防城区三级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还

的视频光盘，分发到基层市县单位。

与桂坝村党员干部共同开展了“主题党

（莫 曲）

日＋学习宣传十九大 结对共建献爱心”
活动，向桂坝村村委捐赠了书桌椅子及
各类图书，用于村民在老人儿童活动中
心使用。还向村党员干部以及群众宣讲
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分发十九大
“口袋书”给每位村委党员，并与其畅
谈党建和村建，产生思想碰撞，拉近了
群众与政府间的关系。（李远哲）

∷广西建工联建晋升国家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近日，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核准2017年度第
十四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名单的公告》
中，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建工联建”）榜上有
名，成功晋升国家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住房城乡建设厅开设“微课堂”
立体传播乡村建设知识

承包特级资质，并同时获批工程设计市

为提升乡村建设从业人员素质，提

建取得了进军市政工程高端市场的通行

该项目是自治区墙体材料改革办公

升乡村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住房城乡建

证，这也是广西区内第二家拥有国家市政

室列为首个烧结多孔砖新型墙材清水墙

设厅近日开设了广西乡村建设“微课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

针对需要委托多个中介才能完成的项

示范项目，位于防城港市桂坝村，占地

堂”。课程内容包括农村危房改造、乡

近年来，广西建工联建致力于晋升

土建设、绿色村屯、美丽广西乡村建

国家特级资质目标，分别在市场拓展、

度，促使中介机构压缩时限和收费，极
《广西沿边城镇带规划（2015—2035）》

风险，还要特别注意冬季防火及高空作

大地提高了为企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政行业甲级资质。这标志着广西建工联

目，“中介超市”还创新了服务方式，

740平方米，高二层，主要包含室内老人

业安全问题；做好园区主要景点命名与苗

根据《规划》，到2020年，广西沿

对服务技术相近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归

活动室、室内儿童活动室、阅读室、乡

设、村镇垃圾处理、传统村落保护等村镇

BIM技术应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企

木种植工作；同时住房城乡建设厅要加强

边城镇带城镇化水平达45%左右，城镇人

并，统一由一家机构（或联合体）实

村技能培训室等，由自治区墙体材料改

建设的相关内容，采用“图表+动画+实

业文化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优异的

与南宁市的协调配合，形成强大合力。

口达178万左右。到2035年，城镇化率达

施，并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推行“三测合

革办公室等单位帮扶建设。

例”制作视频课件，每期约30分钟。首期

成绩。该公司先后被授予全国建筑业AAA

课程广西农村危房改造微课堂已上线。

级信用企业、全国建筑装饰业AAA级信用

南宁国际园博园项目开工至今，约完

65%，城镇人口329万，2020—2035年间

成工程总形象进度的57%，累计完成投资

实现新增城镇人口151万，不断缩小与全

约17.1亿元。目前园区征拆及用地交付基

区城镇化水平差距。

本完成，主体工程规划设计全面收尾，

此外，到2035年，广西沿边城镇带

主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城市展园已陆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8%以上，绿化覆盖

一”“联合测绘”“多评合一”等中介
服务方式。
同时引进一批能提供勘察、设计、监
理、造价、竣工验收等全过程咨询服务
的中介机构入驻中介超市，并鼓励项目

续进场开工，园林艺术馆、东盟馆、体

率达45%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2平

验馆、顶蛳山遗址博物馆等主要展馆目

业主在中介超市选择能提供全流程咨询

方米以上，交通、通讯、电力、燃气、

前已基本完成展陈方案征集优化、审查

服务的中介机构开展业务，这样项目业

水利和防震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

论证等工作，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

善，形成完备、高效、稳定的城市基础

编制。（莫 曲

刘文华）

设施系统。
到2035年，广西沿边城镇带经济综合

∷广西沿边城镇带规划（2015—
2035）原则通过审查
12月6日，《广西沿边城镇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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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莫 曲

划》）技术审查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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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大幅提升，与东盟各国的开放合作
全面实现，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与富裕、安定、文明、幸福新沿边全

主只需要委托一家中介机构就可以完成
全部或大部分中介服务事项，不仅压缩
了大量沟通协调时间，还降低项目前期
工作准备的相应成本。
此 外 ， “ 中 介 超 市 ” 按 照“一事一
评”原则，由业主（或投资人）、行业
主管部门和中介超市管理机构对中介机

自治区墙体材料改革办公室向桂坝村老人
儿童活动中心捐赠图书等物品

“微课堂”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

企业、全国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等

围绕广西乡村建设的专业发展脉络，为

多项荣誉称号，并建设了一批荣获“国

广西的村镇建设从业人员、乡镇基层干

家优质工程奖”“国家建筑装饰工程

部以及关注村镇建设的群体，将乡村建

奖”等奖项的精品工程，并在今年入围

设领域的知识进行立体式传播。并就如

中国建筑业成长性百强企业。

何做好乡村建设规划、提高村庄规划实

特级资质是我国建筑施工企业最高

用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意义、现

资质，在企业资信能力、企业主要管理

状、保护内容、工作要求、政策文件精

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要求、科技进步水

神以及传统村落保护的方式方法，广西

平、代表工程业绩等方面均有严格的标

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农村危房调查

准，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

该项目采用框架结构建设，内外墙

系 统 使 用 和 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使用、广

的企业不仅代表着综合实力强、信誉

全部采用烧结多孔砖砌筑，外墙砌筑成

西农村危房评定技术导则（试行）和广西

优，也意味着可以拓展更加广阔的市场

清水墙，并使用了节能门窗、生态地面

农危房改造工程规程等内容进行讲解。

领域。（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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