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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建工 搭建成本管控网 激活企业“利润泉”
打造世界第一冶金建设国家队，

挖潜增效是最基础最有效的抓手，严
控风险则是行稳致远的前提。中冶建
工在成本管控这条路上，开辟出了一
条致富路。

资金管理助推降本增效

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得
资金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越来越突出，与资金实力雄厚随之而
来的是财务风险尤其是资金管理的
难度和风险加大。面对这一情况，中
冶建工精准发力，以预结算为核心，
严控经营风险，保证资金链的持续良
性循环。

加强预算管理，夯实预算主体责
任，严控预算风险。实行全面预算管
理能够将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
为公司发展提供战略支撑。中冶建工
每年通过研究上年预算情况和预期经
营目标合理编制下年预算，并将公司

预算指标进行分解，针对各分子公司
下达各项生产经营预算指标，保证预
算控制效果。不仅如此，中冶建工要
求公司总经系统认真建立了施工成本
预算工作制度，做到干前测算、干中对
比、干后核算。

加强结算管理，坚持“刚”性清
欠，严控结算风险。中冶建工每月
定期召开资金预算平衡和两金清欠
例会，汇报上月公司两金情况以及
资金回收情况，加强项目收费管理，
坚持“刚”性清欠，减少两金占用。
2020 年 6 月，中冶建工财务共享中
心正式上线，通过搭建财务共享中
心平台等信息化手段，优化了资金
计划的管控功能，加强了对资金收
支的精细化管理和动态监控。

一体五制保障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作为施工企业的利润之
源，生存之基，更是未来企业解决自身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隘口
和质量抓手。

近年来，中冶建工狠抓项目管理，
形成了具有中冶建工特色的项目管理
新体制——“一体五制”。

“一体”即“一级管理、专业分包”
的管理体制，这是项目管理的根本，是
为“体”，核心在于削减管理层次、落实
管理责任、明确成本管理主体、增强核
算意识。“五制”即项目经理责任制、项
目成本核算制、项目生产要素招标采
购制、项目经营成果复审审计制、项目
公开通报奖惩制共5项管控制度，这
是项目管理的基本措施，是为“用”、是
为“制”，核心在于针对项目管理的关
键人物和关键环节设计科学可行的管
理制度加以激励、约束和控制。

为适应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冶建
工遵循“实践—改进—实践”的模式，
依靠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以集中统一
高效为目的，继续全面打造“一体五

制”升级版，顺应项目管理发展模式，
为工程项目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障。

双管齐下完成工作目标

为积极应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
的成本上升风险，中冶建工迅速行动，
结合公司项目管控主平台的总体情
况，分别在涉及成本管控全流程的市
场经营、招标、合同管理、审计等各业
务系统进行对口布置，召开经营、生
产、人力、财务、安全等例会，分系统落
实成本管控要求，协同开展成本管控
工作。

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
对于已复工的项目，加强生产要素的
调配管理，优化施工组织、进度计划的
管理考核，严控疫情对项目成本的影
响；对于新开工的项目，做好合同交底
等，对外推进图纸到位等相关工作，为
复工后项目全面实施的成本测算控制
创造条件；对于尾工阶段的项目，尽早

办理交竣工手续，锁定项目成本，降低
疫情对项目成本管控的影响；对于海
外项目，开展好与业主方沟通因疫情
产生的合同、结算、索赔等事项的确
认，做好疫情下的项目成本管控工作。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
勇进者胜。坚持成本管控是中冶建
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立足之本，也是

企业获取利润的有效途径之一。面
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冶
建工将不断创新成本管控模式，脚踏
实地，真抓实干，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姿态完成规划目标，开启发展
新篇章。

潘锋 谭杰
图片由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中冶建工承建的重庆市快速路一横线歇马东西干道工程

据新华社贵阳3月29日电 （记者 骆飞）日前，贵州省
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调整，将于2022年高考起正式施行。其
中，全国性加分项目中将逐步分区域分时段调整、取消少数民
族高考加分；地方性加分项目中的省、市、县“见义勇为英雄”
等称号高考加分分值也将逐步调整取消。

记者从29日召开的贵州省教育改革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省教育厅等多部门日前印发的《贵州省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
施办法》提出，此次高考加分改革对全国性加分项目和地方性
加分项目都将逐步进行调整。

根据该办法，贵州省高考全国性加分项目中，除烈士子女
考生加分、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及以上或被战区及以上单
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考生加分、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考生加分等分值不变外，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
籍考生（含台湾户籍考生）加分分值由10分调整为5分。

贵州将逐步调整少数民族高考考生加分政策，该加分项
加分区域调整为三类，其中一类区域2022年至2023年参加
高考的少数民族考生，符合“三统一”原则，加5分；2024年
起，该区域取消该加分项。

二类区域包括符合“三统一”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2022
年至2023年加10分，2024年至2025年的加5分，2026年起
取消该项目加分。

三类区域符合“三统一”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2022年至
2023年加15分；2024年至2025年加10分；2026年起加5分。

贵州省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中，将逐步取消农村人口的
独生子女户女孩考生和二女结扎户考生加分；逐步取消省、
市、县级“见义勇为英雄”“见义勇为模范”“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等称号的人员或其子女考生加分。

贵州将逐步分区域
调整、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希望更多外国企业希望更多外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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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席元 王琳琳

29日，在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亿不久，国
家卫健委官网发布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第一版）》，分外及时。

早在今年1月7日，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
中心就曾联合发布《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问答》之

“30问”。此次再发技术指南，增补了最新研究
实践总结，特别是明确了迟种如何补种、能否与
其他疫苗同时接种等问题，并专门对60岁及以
上人群、18岁以下人群、慢性病人群、育龄期和
哺乳期女性、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和既往新冠患
者或感染者给出接种建议。

目前，我国已有5个新冠病毒疫苗批准附
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其中3个是灭活疫苗，需
要接种2剂。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
绍，根据《指南》要求，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大于
等于3周，第2剂在8周内尽早完成接种。

但如果未能按时接种，或者第2剂所用疫
苗的生产企业与第1剂不同，怎么办？

对此，《指南》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
接种，如遇特殊情况，无法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
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
疫苗产品完成接种；如果未能按照程序完成接
种，建议尽早补种。

《指南》还提出，对于在14天内完成2剂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者，在第2剂接种3周后要
尽早补种1剂灭活疫苗；对在14至21天完成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的，无需补种。

《指南》明确，新冠病毒疫苗的适用对象为
18周岁及以上人群，暂不推荐18岁以下人群
接种。

“按我们国家的免疫策略，现阶段主要是18
至59岁人群和有需要且身体健康的60岁及以上
老年人群。关于18岁以下的人群，现在还没有比
较系统的Ⅲ期临床数据。”王华庆表示，“国家整体
是有考虑的，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和临床数据，
会不断完善接种策略，也包括新生儿人群。”

王华庆表示，接种疫苗的作用是预防发病、
预防重症、阻断疾病流行，让大多数人的健康得
到保证。“绝大多数人都是易感者，从这个角度
来说，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要形成免
疫屏障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所以大家都应该去
接种疫苗。接种的人越多，建立的免疫屏障越
牢固；接种得越快，越早一天形成免疫屏障。”王
华庆说。

“社会中有一部分人群存在各类过敏症状，
或是体弱、基础性疾病多，他们不能接种。只有
其他大多数人承担起责任，把免疫屏障建立起
来，才可以保证这些不接种的人群也安全。”中
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
员会顾问邵一鸣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接种破亿后，官方再发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 董
雪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说，美
国一些人不仅把新疆棉花污名化，还企图将中
国政府与民意割裂对立，其心何其毒也！希望
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
治势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
方官员涉新疆棉花言论的提问时作出上述
表述的。

他说，新疆棉花生产不存在所谓“强迫
劳动”，采棉收入高，新疆采棉工都是在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与棉花种植户签
订劳动合同，根本不需要搞什么“强迫”。

“据我了解，种植户能够通过手机App足
不出户订购机器采摘服务，可以说采棉已
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这个时候一小
撮国家和个人还在编造所谓‘强迫劳动’的
故事，难道是说强迫机器劳动吗？”

赵立坚说，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
海代表处日前发表声明说，中国区项目团
队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
历年可信度审核和验证，从未发现一例“强
迫劳动”。“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该协会没有
发现‘强迫劳动’，那么‘强迫劳动’的结论
是从哪来的？请你们拿出确凿证据来！”

赵立坚强调，做生意讲究尊重，“吃着
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
种美事。“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我们欢
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为各国企
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有关企业
在华经营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治势
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

外交部：希望有关外国企业不要沦为政治势力工具

□新华社记者 成欣 温馨

“新疆数十万少数民族劳工被迫手工
摘棉花？”“教培中心女学员被性侵？”……3
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名干部群众
在外交部举行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与
中外媒体面对面，以亲身经历讲清事实真
相，揭露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谬论。

“外出务工是为了过更好的生
活，跟‘强迫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所谓“强迫劳动”的指责，新疆博
乐市纺织企业工人阿丽米热·吐尔孙说，外
出务工是为了赚更多钱、过更好的生活，跟
境外所谓“强迫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2020年4月，在村委会的宣传栏上，
我看到博乐市一家纺织公司的招工信息，
我一看工资待遇挺不错，就报名应聘了，与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她说，上岗后公司
给每名新进员工安排了师父，不到半年时
间她就成了公司的技术骨干，现在每个月
能拿到4800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面对西方反华势力借棉花生事，吐尔孙
很是生气。“境外那些人没有来过我们公司，
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他们说的那些
话都是瞎编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砸掉我们
的饭碗，毁掉我们的幸福生活，让我们没活
干、没饭吃，他们这么做非常可耻、可恨。”

“棉花是白的，但一些人的心却是黑
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发
言人伊力江·阿那依提说。

他介绍，从棉花种植来讲，新疆特别是
南疆地区的各族农民都愿意种植棉花，因
为收益高、销路广；从棉花采摘来讲，从过
去到现在，新疆棉花的采摘根本不存在“强
迫劳动”的情况。这些年，新疆的棉花生产
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即使在忙碌的采
摘季节，也不需要大量的采棉工。从棉花
加工来讲，新疆的棉纺企业都是合法注册、
依法依规生产经营的企业，根本不存在“强
迫劳动”问题。

“如此造谣诋毁，你们良心不痛吗？”

针对西方有媒体称所谓新疆“再教育

营”存在对妇女的性侵，喀什地区泽普县教
培中心的结业女学员迪丽娜尔·卡哈尔现
身说法，狠狠“打脸”这一报道。

她说，女学员在教培中心学习期间，各
项权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当听到境外这
些不堪入耳的谣言时，我和同学们都特别
气愤。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心里最清
楚，教培中心根本没有任何女学员被性侵
过。如果是你们的姐妹，你们也会这样造
谣污蔑吗？”

“我想对那些造谣者说，你们整天胡说
八道，靠诋毁教培女学员的名誉来达到自
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良心不痛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的
丑恶言行必将受到惩罚！”她说。

“奉劝一些国家承认现实、回归理性”

近日，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基于谎言
和虚假信息，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
中国新疆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
人徐贵相表示，个别反华势力在种族问题

上集体“失法”、集体“失理”、集体“失忆”、
集体“失智”。

“为了插手新疆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他们丧失了理智、丧失了良知、丧失了底
线，热衷于政治操弄，沉迷于‘制裁’把戏，
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欧盟、美国、英
国、加拿大合伙借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目
的就是通过打‘人权牌’搞乱新疆、遏制中
国。”他说。

“现在的中国不是1840年的中国，中
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任意欺凌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了。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奉劝一些国家承认
现实、回归理性，如果一意孤行、错上加错，
中国人民也必将以牙还牙，坚决奉陪到
底。中方的反制措施正当、合理、适度，无
可指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要擦亮眼
睛、明辨是非。”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上图：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

县的一处棉田进行采收作业（2020年10月
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新华社曼谷3月29日电（记者 任芊 郭鑫惠）中泰铁路
合作项目一期（曼谷-呵叻段）三个标段的施工协议签署仪式
29日在泰国交通部举行。一期路段预计将在2026年年底至
2027年年初竣工通车。

泰国交通部长萨撒扬当天主持签署仪式，泰国国家铁路
局与包括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中泰项目承包公司签
署合同。

萨撒扬在当天活动上表示，项目对进一步促进泰中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他说，中泰铁路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泰方始终高度重视并努力加快项目进度。

中泰铁路自2017年项目一期开工以来，线下土建工程建
设进展顺利。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泰国和中南半岛区
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水平，为泰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注入活力，并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助
推区域发展繁荣，惠及当地民众。

中泰铁路项目一期施工协议签署

嫦娥五号搭
载的太空稻种在
华南农业大学国
家植物航天育种
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温室已经萌芽
（3月4日摄）。

3月29日，太
空稻种移栽到位
于广州增城的华
南农业大学试验
田基地。这批太
空稻预计 7 月上
旬收获果实。

共计40克的
“天稻”于2020年
11月搭乘嫦娥五
号登月。

新华社发

嫦娥五号太空稻秧苗嫦娥五号太空稻秧苗

““安家安家””田间田间

据新华社埃及苏伊士3月29日电（记者 吴丹妮 李碧
念）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29日发布声明说，搁浅在苏伊士运
河中的重型货轮已经完全移动至正常航道并驶离搁浅位置。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货轮船体已经在河道中漂浮移动，向
北进发。周围货船鸣笛致意，一些船只也随后开始移动。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马·拉比耶随后接受埃及国
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运河航行已经恢复，搁浅货轮将被拉至
附近的大苦湖进行进一步检查，检查时间预计为3天。事故
原因将在检查后公布。

搁浅货轮成功获救
苏伊士运河航道恢复通行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上海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
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龚道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后，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
察院经指定管辖，交由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
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龚道安享
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龚道安，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龚道安利用担任湖
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
侦查处处长、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湖北省咸宁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副局长、局
长，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

龚道安被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