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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勘察设计行业的自我革新

步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期，城镇化建设带给勘察设计行业
巨大的发展红利。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勘察设计行业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行业发
展提出了新要求、市场化改革考验各方主体的市场适应能力、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企业转型
注入新活力、“互联网+”与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机遇与风险并
存等新形势。转型升级，成为勘察设计行业“刮骨疗毒”、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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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5月
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8月发布《2016—2020年建筑业信
息化发展纲要》；2017年2月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5月发布《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相继出台多项相关政策，对勘察设计行业信
息技术的推进，以及行业整体营业收入的增速，提出了指引和要求。
到2020年末，努力实现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构建统一、开放的勘察设计市场；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建立自主创新体系；提高
建筑设计水平；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推进行业与信息化、“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构建新型标准体系等9项目标，显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长
远规划。
在此背景下，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广西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同时已明确南宁、柳州、桂林、北海市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后评估、勘察质量管理
信息化试点地区，南宁市和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为“建筑师负责制”试点地区。
人才兴业，行业发展需要“领头羊”。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是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技
术权威，是勘察设计各行业技术进步的带头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至今已产生八
批，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开展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工作，虽然在这方面广西起步较晚，
但也在2017年7月依据申报参评公示后，由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布第一批共13名广西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名单。这些大师级高端人才，将引领广西的勘察设计行业健康发展，并
提供更多的优质勘察设计成果。广西勘察设计行业正从量化扩张和同质低价竞争向创新驱
动、提质增效转变，并坚持走质量型、差异化发展道路。（李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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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达

XINCHANGTAI XIA

19.35万亿元

勘

察

设

计

行

业

要保证。近些年，得益于广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进入快速成长期，企业数量、
人员实力、经营规模等进一步提升，监管机制不断改

GUANGXI KANCHA SHEJI

新 常 态 下 的 广 西

高建设项目经济社会效益、保障工程质量安全的重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行业整体良好发展的带动，

DE
HANGYE

工程勘察设计是工程建设的先导和灵魂，是提

善，完成了众多重大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任务，为广

建筑业增加值达

4.95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

6.66%

西经济和社会发展、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从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以及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来
看，当前，广西勘察设计行业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
遇，同时也将面临全新的挑战。

一、广西勘察设计行业面临的形势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国民经
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根据住房城

截至2017年末
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587家
从业人员
文_广西勘察设计行业发展现状研究编写组

3.2万人
工程勘察设计营业收入合计

65.38亿元

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达
19.35万亿元，建筑业增加值达4.95万亿元，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6.66%；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劳动
力，占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的1/5以上，有5000多
万人，并带动50多个关联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
展、城乡建设和民生改善做出重要贡献。工程勘察设
计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产业，虽然其产值在
建筑业中的占比微不足道，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
作用，在提高建设项目投资的科学性、确保质量和效
益、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其发展程度体现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截至2017年末，广西工程勘察设计单位587
家，从业人员3.2万人，工程勘察设计营业收入合计
65.38亿元，利润总额12.67亿元。总体来说，广西勘
察设计行业发展平稳，应理性对待当前行业发展面临
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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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行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

1.“新常态”下行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十三五”时期，我
国宏观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广西勘察设计行业迫切需要顺应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从量化扩张和同质低价竞
争向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变，坚持走质量型、差异化发展道路。
2.市场化进程要求强化行业市场监管和质量控制，促进规范经
营和健康发展。新的市场环境要求广西强化勘察设计行业市场监管
和质量控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促进行业规范经营和健康
发展。
3.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以设计为龙头的EPC总承包模式等为行
业发展指明新方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对勘察设计行业提出着力塑造城市
特色风貌的新要求，为“十三五”期间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4.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行业带来服务与产品创新压力。随着
以互联网、大数据、仿真模拟等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发展，勘察设
计行业迫切需要以科技引领进步，推进勘察设计产业现代化技术标
准编制，提升行业信息化水平，夯实行业科技基础，创新服务与产
品，引领行业稳健前行。
5.区位战略新变化要求行业加强整合区域和国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十三五”时期，广西区位战略出现新变化。广西勘察设
计行业必须结合区位战略新变化、新要求，利用广西位于华南经济
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沿海、沿江和沿边的区位优势，实
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为广西战略定位功能的
实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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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勘察设计行业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

转型升级
广西勘察设计行业的自我革新

树立勘察设计行业在工程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增强行业整体实力，提升行业地位，提升
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对城乡建设的作用。

（一）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资质动态监管，严格市场准入清出，实现优胜劣汰，加强
对跨区域、跨行业承揽业务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消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同时加强
诚信体系建设，完善统一的企业、注册人员、工程项目等基础数据库，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
的企业、注册人员诚信信息联动管理和共享平台，完善企业、注册人员不良行为认定标准和
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健全行业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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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建筑方针，加强建筑设
计管理
一是坚持新时期建筑方针。大力宣传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引
导建筑师深刻领悟建筑方针的科学内涵，增
强建筑文化自信和技术自信，激发建筑设计
创作热情和创新活力，营造“搞创作、出精
品”良好氛围，提升建筑设计水平。
二是完善建筑设计招投标决策机制。
健全适应建筑设计特点的招标投标制度，推
行设计团队招标、设计方案招标等方式。鼓
励建筑设计总包。
三是试行建筑师负责制。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兼顾中国特色，改革创新，逐步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建筑师负责制，从设计总
包开始，由建筑师统筹协调建筑、结构、机
电、环境、景观等各专业设计，推进工程建
设全过程建筑师负责制。
四是倡导开展建筑评论和交流。鼓励
专业学者和社会舆论广泛开展建筑评论，提
升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社会关注度和参与
度，促进建筑设计理念的交融和升华，提升
社会整体建筑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

坚持建筑方针，加强建筑设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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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城市风貌研究，
加强城市特色风貌建设

（三）开展城市风貌研究，加强城
市特色风貌建设
积极鼓励各地区开展城市风貌特色研
究，提炼突显特色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及建筑
风格。并以城市设计为指引，以方案审批、
项目设计、施工图审查为抓手，加强城市特
色风貌和建筑景观管理。着重加强城市中心

强化质量监管，
推动勘察设计质量提高

区、新区、主要轴线、历史地段、重要交通
枢纽节点、滨水区、重要景观资源等重点地
段的建筑方案审查，增加对建筑形态、风
格、外立面、装饰等影响景观效果的软性要
素的审查。

（四）强化质量监管，推动勘察设
计质量提高
一是加强工程勘察作业全过程质量管
理。加强勘探作业现场管理，积极落实工程
勘察现场作业事前上报制度、实行勘察现场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相应培训制度、勘察项
目负责人实名制签字验收制度。二是加强施
工图审查和各质量专项检查。加强对施工图
审查工作的管理，整理汇编政策性审查内
容，研究制订全区统一的施工图审查备案内
容和格式，采用信息化、网络化等新技术，
提高施工图审查水平和效率。三是加强全区
抗震防灾综合审查与管理。进一步加强超限
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工作和市政
_南宁红豆风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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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六）鼓励企业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设计理念和管理模式，鼓励区内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积极将国际先进的勘察设计理念和管理模式“引进来”，通过吸收消化先进经
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落实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新协议，推动桂、港、澳在建筑设计领域的全面交流合作。同
时鼓励企业主动开拓区外市场，引导企业开阔发展思路，充分利用和发挥全区
勘察设计企业自身优势“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由

（五）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互联网+”融合
积极推进企业信息集成管理平台建设，实现业务、技

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互联网+”融合

术、资金、人力、知识等资源综合管理，助力企业转型和业

（七）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一是实施高层次人才战略。面向区内外人才资源，围绕建设创新型行

务拓展。促进行业与信息化在业务、技术、产品等方面深度
融合，推动勘察设计成果“蓝转白”改革和数字化交付改

贸易区、泛珠三角经济区工程建设。

业，组织实施高层次人才建设计划，以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为重点，培养

鼓励企业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

和引进一批工程技术、投资、融资、法务、管理等领域高端人才。二是改进人

革，推进行业大数据应用，提升行业资源共享水平，推广

才培养模式。推进“产学研设”结合，建立企业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优秀建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信息化产品。推进“互联网+勘察

师队伍。三是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完善符合行业特点的人才使用、流动、评价

设计”，制订行业“互联网+”行动计划，深入推动行业与

和激励机制。探索实施技术、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中长期激励政策，形成针对

“互联网+”融合，推进“互联网+勘察设计”的平稳、有

特殊、紧缺及创新型人才成长与发展的激励机制，营造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

序发展。

制度环境。四是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鼓励企业制订符合改革发展需要的全员培
训规划，持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推行工程勘察技术工人全员培训持证上岗
制度，推行劳务人员培训上岗和实名制管理，不断提高工程勘察现场作业和试
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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