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勘察设计协会七届五次理事（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辽宁省勘察设计协会七届五次理事会

工作报告

2021 年，省协会在省住建厅和省民政厅以及中设协的关

心指导下，在广大会员单位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坚持服务会员、服务行业、服务社会的宗旨，努力

克服疫情影响，积极为政府、行业、会员单位服务，按照省

协会七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的部署，完成了协会的各项工作，

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1 年省协会所做的工作

（一）开展评优创优活动

为了提升我省勘察设计水平，鼓励勘察设计单位和设计

人员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省协会组织开展了以下五项工

作。

一是完成了 2020 年度辽宁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评选

的后续工作。受疫情影响，勘察、建筑、市政等 7 个行业的

评审工作未能在 2020 年如期完成，省协会于 2021 年 3 月组

织开展了以上 7 个行业的专业组评审工作，并以通信方式召



开了综合评审会议和评选结果审议会议。最终评出获奖项目

351 项，其中一等奖 85 项，二等奖 122 项，三等奖 144 项。

二是组织开展了 2021 年辽宁省优秀 QC小组的评选和工

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大赛的推荐申报工作。本

次评选共有 25 个项目申报，最终评出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9 项，并推荐了 5 个一等奖项目参加中设协举办

的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大赛。

三是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中设协优秀勘察设计行业奖

推荐及申报工作。2021 年中设协 “行业奖”重新制定了推

荐规则，采取给各省分配指标方式进行“行业奖”申报项目

推荐。为获得更多推荐名额，省协会领导多次与中设协沟通，

最终为我省多争取 13 个推荐名额。秘书处根据 2020 年度省

优获奖情况，制定了推荐指标分配原则及方案，经省协会领

导批准，最终推荐我省 22 家单位的 46 个项目参加 2021 年

度中设协行业奖评选（目前评选正在进行中）。

四是号召会员单位参加了第十二届“创新杯”建筑信息

模型（BIM）应用大赛。本次大赛，我省中国建筑东北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基于 EPC+装配式模式下的省直青年

人才公寓金科苑 BIM 正向设计》获得居住建筑类 BIM 应用二

等成果奖；《精细设计·寄托情怀-中建东北设计院总部大

厦 BIM 正向设计与应用》、《总包引领·示范工程-沈抚军

民融合大厦 BIM 正向设计与应用》两个项目获得科研办公类



BIM 应用三等成果奖。

五是组织开展了中国设计人才表彰奖项“龙腾奖”的申

报推荐工作。“龙腾奖”是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批准

的中国设计人才表彰奖项，是中国设计行业第一个跨领域、

公益性的杰出人才评选活动。根据中设协要求，省协会推荐

了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郭晓岩同志、鞍钢集

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冯占立同志参加评选。

（二）开展优秀人才、企业、工程项目的选拔推荐及相

关工作

为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辽宁品牌，省协会开展了

以下五项工作。

一是协助省住建厅完成了第六批辽宁省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评选的前期准备工作。本次评选共收到来自沈阳、大连、

鞍山和抚顺 20 家勘察设计单位的 55 份大师申报材料，涵盖

勘察行业、建筑行业、市政行业、公路行业、冶金行业等 9

个行业。目前省协会已按住建厅要求完成了评选前期各项准

备工作。

同时，省协会根据住建厅要求，组织部分行业专家召开

两次省大师评选办法及评分标准修订工作研讨会，配合省住

建厅完成了大师评选办法及评分标准的修订工作。协助省住

建厅完成了省大师网上申报及评审系统开发方案的制定和

审核工作。



二是完成了中设协行业技术咨询专家推荐及申报工作。

为使我省更多的优秀行业专家参与全国勘察设计行业技术

评选和咨询工作，我会根据中设协要求组织开展了行业技术

专家的推荐工作。经省协会秘书处资格审查，最终向中设协

推荐行业技术专家 438 名，涵盖建筑、勘察、市政、电力、

公路等 10 个行业。

三是我会勘察分会配合省住建厅完成了第十批全国工

程勘察设计大师推荐申报的相关工作。根据住建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第十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工作通知的要求，

勘察分会配合省住建厅完成了网上申报、资格初审等工作。

沈阳建筑大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张伶伶同志荣获第十

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四是协助省住建厅完成了承担军事设施建设任务企业

的推荐工作。为充分利用地方工程建设优质资源，高质高效

完成各类军事设施建设任务，省委军民融合办委托省住建厅

推荐承担军事设施建设任务企业名录。根据省住建厅及《关

于商请推荐承担军事设施建设任务企业名录的函》的要求，

省协会推荐了建筑、勘察、市政、冶金、化工石化医药 5 个

行业的 10 家企业入选承担军事设施建设任务企业名录。

五是推荐了荣获 2019 年度行业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

的“中建钢构大厦及中国钢结构博物馆”(中国建筑东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项目 T2 航站



楼扩建工程”（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辽

东湾体育中心”（沈阳建筑大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参加

了中设协开展的《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21）》

“风采篇”案例征集活动。

（三）开展行业调研、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

为了解和掌握企业的诉求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会员

提供帮助，省协会配合中设协组织开展了多项调研活动，并

组织会员单位开展了相关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

1、开展行业调研活动

一是省协会组织我省部分会员单位参与中设协开展的

“一带一路”建设专题调研活动。根据中设协文件要求，我

会组织了我省建筑、冶金、电力、煤炭 4 个行业的 6 家勘察

设计企业参加了本次调研活动，并将调研结果上报了中设协。

二是组织会员单位参加了中设协开展的“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咨询服务需求”专题调研。本次调研目的是全面了解会

员单位的行业咨询服务需求，以便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好的咨

询服务。我省多家勘察设计企业参与了本次活动。

三是组织四家会员单位参与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修订前期专题调研工作，并向中设协提出了相关的意

见和建议。

2、开展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

一是开展了土工实验员线上培训工作。为帮助我省部分



勘察企业解决现有土工实验员数量不满足资质延续需求的

问题，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我会委托勘察分会开展了线上培

训，并召开视频会议对学员进行了线上答辩。为企业资质的

延续工作提供了帮助，得到了会员单位的好评。

二是参加了中设协在长沙举办的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专题研讨会暨 2021 年度全国勘察设计同

业协会工作会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理事长施设出席会议并

作主题报告，会议总结了全国勘察设计同业协会 2020 年工

作，发布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20）》，

汇报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思路和主

要内容。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围绕《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报告内容及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

分组讨论。

三是组织会员单位参加了省住建厅、沈阳市政府举办的

辽宁省城市更新暨第九届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博

览会。本次博览会以“城市更新、绿色、低碳、智慧”为主

题，全方位展示了我省近年来城市更新成果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博览会期间还举办了辽宁省城市更新高峰论坛、辽宁省

城市更新项目投资说明会、2021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技术

交流大会、示范项目参观等系列活动。

四是组织部分会员单位的 60 余名设计人员参加了省住

建厅、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举办的 2021 白沙岛建筑设计论



坛暨城市更新设计作品展。论坛以“多样、多彩、多元化的

城市更新行动”为主题，通过邀请省内外优秀设计师、专家

学者和设计机构为示范区的城市更新行动和高质量发展出

谋划策。论坛上各位设计师以白沙岛艺术小镇为对象进行了

快题设计，同期还举办了城市更新设计作品展。

五是组织部分会员单位参加了中设协传统建筑分会在

深圳市召开的二届三次理事会暨第六届传统建筑文化传承

与创新高峰论坛，会议同期举办了“ 2020 青年建筑师作品

巡回展·深圳站”。论坛设“中国传统建筑与新地域主义”

主旨论坛及“传统建筑定义、行业标准、规范解读”、“从

生长到成长青年建筑师之未来（青年学术论坛）”、“当代

传统建筑教育”、“传统建筑文化与生活和艺术”四个分论

坛，邀请了传统建筑行业专家从不同视角探讨传统建筑的传

承与发展，并首次公开发布传统建筑分会 2020 年研究课题

成果报告。

（四）协会自身建设

省协会继续秉承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宗旨，

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模式，为会员单位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进一步健全完善协会各项规章制度，继续加强自身建设。

1、继续利用多种途径为会员单位提供服务

2021 年，省协会秘书处利用 QQ 群为会员单位提供在线

咨询服务 400 余次，会员单位之间互动交流 200 余次，发布



了住建部、省住建厅、中设协和省协会相关文件信息 30 余

条。协会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用户共 1200 余人，发布国家

政策、行业动态以及热点内容百余条。协会网站、会刊发布

了庆祝建党百年、疫情防控、高质量发展、工程总承包、城

市更新、行业信息化、企业改制转型、传统建筑、BIM、装

配式建筑、绿色建筑等方面的文章百余篇。

2、按时召开协会相关会议

按照协会工作计划，省协会于 4 月份分别组织召开了秘

书长工作会议和理事长扩大会议，讨论了 2020 年工作情况、

财务收支情况和拟调整理事会人选情况，提出下一年的工作

计划。5 月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七届四次理事扩大会议，审议

通过了七届四次理事会工作报告、调整协会第七届理事会部

分常务理事和理事人选情况报告和 2020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报告，本次会议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表决。七届四次理

事扩大会议原定在线下召开，并计划邀请中设协领导和国内

知名城市更新专家分别做勘察设计行业“十四五”规划编制

思路和主要内容及《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与政策概况》的报

告，但受疫情影响，会议改为以通讯方式召开，取消了专题

报告环节。

3、加强与兄弟协会的交流

2021 年度北方十五省（区）、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经验

交流会于 7 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召开，本次会议由河北省工



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承办。为了做好交流工作，我会提前将

交流材料报送至会务组，但因辽宁突发疫情未能参加。为了

使部分受疫情影响未能参会的协会了解本次会议交流的内

容，会议主办方建立了微信群并发布了会议相关资讯，将会

议交流材料分享给大家，省协会秘书处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

人员对会议交流材料进行了学习。

为了加强省市级协会间的联系与交流，省协会领导应邀

参加了沈阳勘察设计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和大连市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召开的第五届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

会。于秋生理事长、王凯峰常务副理事长分别出席了会议并

致辞，对两个协会换届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祝贺，对上一届理

事会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简要介绍了我省勘察设计行业

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希望省、市协会在今

后的工作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我省勘察设计行业的发展。

4、积极参加民政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

为了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规范社会组织行为，

省民政厅开展了 2021 年全省性社会组织抽查工作。接到通

知后，省协会从内部治理、党建工作、财务管理、业务活动

情况和信息公开情况五方面准备了详细的资料，积极配合省

民政厅和审计机构，顺利通过了本次抽查。还按照省民政厅

的要求，完成了年度检查和财务审计工作。

5、开展党建相关工作



省协会组织有关领导和秘书处党员参加了中设协在韶

山举办的全国勘察设计同业协会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活动邀

请了湖南省韶山市委党校特聘讲师周卫兵为参会代表上了

一堂《学习伟人风范，坚定理想信念》的主题党课。为庆祝

建党 100 周年，省协会在微信公众号、网站上发布了新华社

庆祝建党百年的报道，并附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会的直播视

频。省协会还按省民政厅要求，完成了社会组织党员信息统

计工作。

二、2022 年省协会的工作重点

2022 年，省协会要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部

署，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助力我省勘察设计行业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改进

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围绕行业发展和会员单位的需要

积极开展工作。2022 年，省协会计划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工

作：

（一）做好国家“十四五”规划等相关政策宣传工作

继续通过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QQ 群及会刊等多种形

式宣传国家和我省在十四五期间发布的城市更新、碳达峰、

碳中和等方面政策、技术、经验和成果，助力我省勘察设计

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开展行业调研、培训及交流等活动



一是为了解我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情况以及遇到

的问题，省协会计划开展一次省内勘察设计企业数字化转型

现状调研活动。

二是为促进我省勘察设计行业健康发展，提升会员单位

的风险防控能力和法律知识水平，省协会计划组织举办一期

工程总承包法规政策及风险防控法律知识讲座和一期建设

工程设计合同法律实务要点讲座。

三是为提高我省建筑设计人员创作水平，省协会计划与

省住建厅、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联合举办一期“大

师讲堂”活动，邀请省内知名设计大师分享建筑创作经验和

先进的设计理念。

四是为提升工程勘察劳务人员、土工试验员职业技能水

平，省协会计划举办一期工程勘察劳务人员、土工试验员培

训班。

五是根据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的颁布及实施情况，适

时组织开展新资质标准培训活动。

（三）做好评优备案申报工作及中勘协评优推荐工作

一是做好辽宁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评选和工程勘察

设计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大赛备案申报工作。根据《社会

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国评组发〔2022〕3 号

文件）和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的要求，社会组织开展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应经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批，否则禁止开



展相关活动。今年协会秘书处将全力开展“省优奖”和 QC

小组成果大赛备案申报工作。

二是推荐我省优秀 QC 小组参加“2022 年工程勘察设计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大赛”。

三是组织会员单位参加“第十三届“创新杯”建筑信息

模型（BIM）应用大赛”评选。

（四）完成好省住建厅交办的工作

根据省住建厅的工作安排，配合做好辽宁省施工图审查

机构管理系统的更新、资质审查专家库的更新和第六届辽宁

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选等工作。

（五）协会自身建设

一是做好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的换届筹备工作。省协会

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好换届前期准备工作，按协会章程

规定组织召开省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理事长扩大会议、常

务理事会议和换届大会暨第八次会员大会。

二是做好参加民管局组织开展的 2022 年度社会组织评

估前期准备工作工作。

三是继续加强和完善各行业分会的建设，发展分会会员，

积极开展技术交流与培训活动。

四是继续加强与中设协和兄弟协会的学习和交流，组织

秘书处及会员单位参加中设协和兄弟协会举办的相关学习

和交流活动。



五是按时完成省民政厅组织开展的年度检查等工作。

六是积极开展党建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