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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业 新制度
建设监理是一个新兴行业， 伴随着改革

开放大潮而兴起。
翻开我国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体制的史

册，可以发现，上世纪 80年代，一场浩大的项
目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开启了中国项目建设
管理新模式和新局面， 进而诞生了建设工程
监理制度。

1987 年，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
京津塘高速公路， 采用咨询工程师管理模式
对建设项目实施管理，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
效果。 于是，1988 年 11 月，原国家建设部下
发了《关于开展建设监理试点工作的若干意
见》，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宁波、沈
阳、哈尔滨、深圳 8 市和水电、公路两个行业
作为全国开展建设监理工作的试点单位，这
就孕育了今天的中国建设工程监理制度。
1989 年，原国家建设部又出台了《建设监理
试行规定》；到 1995年，原国家建设部和原国
家计委联合下发了《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正
式在全国推广和实施建设工程监理。 1998年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首次以法
律的形式， 确定工程建设项目强制实施工程
监理制度。

从此， 建设监理制度作为我国工程建设
领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与“项目法人
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 并列
为建设工程的四大基本制度。

立新法 废陈规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工程

监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主管部门，原省
建委迅速制订我省工程监理发展方案， 并推
动立新法、废陈规，开启了我省建设监理大发
展的新局面。

1998 年 11 月 28 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99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湖南省建设工程监理
条例》（此后于 2002 年、2013 年两次修正），
旨在规范建设工程监理活动， 提高建设工程
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 确保建设工程质量。
《条例》明确，本省推行建设工程监理制度；建
设工程监理， 是指监理单位受建设工程项目
法人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
合同、 监理合同以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对建设工程的投资、工期和质量实施的
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监理分为建设前期阶段
监理、设计阶段监理、施工准备阶段监理、施
工阶段监理和保修阶段监理等， 湖南省建设
监理事业就此走上法治轨道。

1999年，随着《湖南省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备案管理规定》、《湖南省建设工程监理审查管
理规定》和《湖南省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管
理暂行规定》相继出台，我省凭借众多设计院
的资源优势，部、省设计院相继成立数十家建
设工程监理企业。 由于实力强、人员素质高，我
省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很快开创了工程监理制
度实施后的新局面，以良好业绩赢得了社会和
业主对工程监理制度的初步认可。

为尽快健全我省工程监理相关配套制
度，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原省物价局和原省建
委 2000 年下发了《关于工程建设监理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建设监理工作确
保建设工程质量的通知》。

从实施工程监理制度开始到 2000 年我
省工程监理制度的建设， 可谓我省工程监理
行业起步、开局阶段，也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同时， 为解决湖南工程监理行业人员缺
乏和队伍建设问题，加强行业自律监管，1996
年 10 月原省建设厅组织成立了湖南省建设
监理协会， 由行业协会制订工程监理行业队
伍建设和人才培养计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行
业自律体系建设， 建立起政府与行业协会双
轮推动湖南建设工程监理行业发展的机制。
在服务建设监理企业发展、 助推建设监理行
业进步等方面， 湖南省建设监理协会做了大
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出色发挥了行
业桥梁纽带作用。

建功业 创辉煌
经过 30年的长足发展，湖南建设工程监

理如今已进入鼎盛发展时期。目前，全省共有

251
家 工 程
监 理 企
业， 其中综
合资质 5 家、
甲级 资 质 129
家、 乙级资质 88
家， 从业人员 5 万
人， 监理队伍基本满
足我省基本建设和经济
发展的需求。 全省有 6家
企业荣获中国优秀监理企
业称号，2017 年全省工程
监理企业综合总产值达
166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七
位，其中 5家企业进入中国监理 100强队伍。

30 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工程监理
企业累计完成国内外建设工程项目的监理
20 余万个，三峡大坝、西气东输、西电东送、
南水北调等一大批技术复杂、 重点重大工程
都铭刻着工程监理湘军的足迹。 湖南和天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一批有实力的大型企
业开拓“一带一路”业务初见成效。

30 年来，工程监理秉承湖南“敢为人先”
的精神，率先在全国实施工程建设标准化、规
范化和信息化的“三化”管理，率先出台工程
监理现场人员配备标准及管理办法， 率先编
制出版《建设工程监理服务指南》，率先开展
工程监理企业诚信等级评价。

30年来， 湖南建设工程监理企业在新技
术应用与开发、新标准制定硕果累累，项目建
设安全自动预警系统取得成果和应用，参与制
定直流输送标准填补国际标准空白等等。 湖南
省华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研发的华顺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预警系统，由省住建厅作为科
研课题立项，研发历时 4年，于 2013年通过省
住建厅组织的成果鉴定，2016 年获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专利号 2326149），课题鉴定结论为
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该系统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及智能技术， 对施工现场进行全程实时监
控，有效发挥现行行业规范标准的作用，对现
场质量安全隐患进行主动识别、主动预警并提
出解决方案，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从而最
大限度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填补了国内建设
工程监管手段的一项空白。 近几年来，华顺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预警系统共计完成高铁、地
铁、铁路、桥梁 、隧道、房屋建筑、水利等大型
工程项目智能安全监测近 400个，项目总投资
累计超过 3000亿元，累计发现 468起达到预
警级别的安全隐患。 这些安全隐患都因为及时
发现、预警而得到了有效控制，避免发展成为
安全事故， 至今尚无一例监测遗漏的安全隐
患，所监控的项目无一例安全事故发生。

30 年来，我省建设工程监理制度日臻完
善， 科学监管和规范监管已成为我省项目建
设管理的特色。

抓质量 保安全
实施工程监理制度后， 全省建设项目质

量安全生产形势逐年好转。 到 2015 年，我省
工程建设项目实现一次验收合格率达 99.9%
以上， 建筑业 100 亿元产值死亡人数降至
0.4人以内。据湖南省建设监理协会今年 9月
统计， 全省工程监理企业每个项目每年发出
工作联系单 18 张、 监理工程师通知单 30.1
张、工程停 / 暂停工令 1.0 张，因合理化建议
或科学监管累计节约投资 44 亿元，避免工程
质量安全问题或事故 20523起。

每一张监理工程师通知单，都凝聚监理工
程师的智慧、汗水和责任。 每一张监理工程师
通知单解决的问题， 都是牵涉到工程的质量、
安全生产、投资和进度。 我省工程监理工程师
每年发出数十万张的通知单，避免了大量问题
或事故的发生。 在较早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中，湖南省建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部孙立
新工程师在巡视混凝土搅拌时，发现配合比有
严重问题，要求操作工人马上停止作业，可是

操作工人拒绝执行指令。 为了工程质量，
孙立新工程师毅然拉下电闸，跳入搅拌机
中并发出铿锵的声音：“你们要搅， 就把我和
混凝土一起搅掉！ ”事后，建设单位特地授予孙
立新“优秀监理工程师”光荣称号。

每一张工程停 /暂停工令， 就是法律赋予
监理工程师的“尚方宝剑”，可以截断项目建设
中质量和安全隐患苗头，化险为夷，确保项目建
设按照标准和程序建设。 首届“中国工程监理大
师”、 湖南长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潘祥明，在某项目担任监理总监时，工作
认真负责，敢于坚持原则。 建设项目中，有一个
12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烟囱， 是质量重点控制
的分项工程之一。因此，无论上到烟囱施工现场
多么困难， 潘祥明每天都要上烟囱施工现场检
查和巡视。 当烟囱建设到 70米高度时，他发现
烟囱少布了四分之一的钢筋， 立即下发指令停
止施工并整改。施工单位不但不整改，反而对他
进行恐吓。 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他毫无放弃
原则之意， 义正词言予以怒斥。 在工程卫士面
前，施工方最后不得不正视错误和进行整改，这
一工程质量的重大隐患得以及时消除。

工程监理在项目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我省工程项目建设监管按规定全部
实施了政府宏观监管和过程社会监管。 双监
管为保障国家财产和人们生命安全作出了重
大贡献。

不忘初心写华章。 进入新时代，湖南省建
设监理行业迎来发展新契机， 正朝着智力密
集、技术复合、管理集约、专业特长、服务特色
的业务升级转型和延伸发展方向阔步迈进！

历经 30 年的长足发展，在省委、省政府
及建设主管部门正确领导下， 全省广大建设
监理从业人员以其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精
益求精的专业技术、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在
工程建设领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确
保建设工程质量作出了独特贡献， 助推全省
建设工程监理行业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共
同树立了“监理湘军”的良好形象。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湖南工
程监理更要适应新形势，实现新作为。

工程监理在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中将面
临大好机遇：一是工程监理业务向两头延伸，
增加全过程工程咨询和 “一带一路” 国际业
务；二是服务内容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促使工
程监理行业由量变向质变发展， 不断提升竞
争力，逐步与国际工程咨询行业对接。 同时，
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监理职责定位偏移、
部分监理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和服务质量偏
低、国外咨询企业将进入中国市场、工程咨询
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的人才与经验不足等。

全省工程监理行业要抓住机遇， 迎接挑
战，助推高质量发展。

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工程监理队伍。 要
提升监理水平、服务质量，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
进入国际工程咨询市场步伐，加快实施全过程
工程咨询和项目管理服务进程。 目前处于领先
地位、实力强劲的大型工程咨询企业，要带头迎
接挑战，向智力密集、技术复合、管理集约的大
型建设工程咨询企业发展，提升国内、国际工程
咨询服务竞争力，成为一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和国际竞争的工程咨询中坚力量和骨干
队伍。 在打造一批大型建设工程咨询服务企业
外，更要培育和鼓励中小型企业向专业有特长、
服务有特色、管理有个性的方向发展，使我省建
设工程咨询队伍发展有层次、整体有实力、服务
有特色，满足本土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特色需求。

充分发挥大国工匠精神， 促进工程监理
行业健康发展，大力塑造行业正面形象。 监理
行业及社会各界协同合作， 对行业间的恶意
竞争进行严格管控，净化行业风气。 加大监理
行业的监管力度，对行业中服务标准不一、恶
意压价等行为进行严厉整治，逐渐形成有序、
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 同时，建立监理队伍奖
惩机制，大力推进行业诚信建设，倒逼工程监
理单位加强内控，提高业务水平，进而提升行
业整体形象。 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加快信
息化建设，提高监理行业现代化水平。

完善工程监理顶层设计。 积极建议国家
出台建设工程监理条例， 对特别影响工程监
理健康发展的定位偏移、 政策缺陷等进行修
正， 突出工程监理的技术咨询、 管理服务特
性，还工程监理的本质，将工程监理从工程建
设主体中解脱出来， 专心提供技术咨询和管
理服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进一步加强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一是修
改和完善企业诚信等级评定办法和动态管理
办法等规章制度， 用制度杜绝低于成本价的
恶性竞争； 二是建立从业人员个人诚信等级
评定制度，探索建立从业人员个人会员制度；
三是加大激励和惩戒力度， 激励企业和从业
人员讲诚信，以诚为本，严厉惩戒失信行为。

加快新技术应用。 建立 “互联网+工程监
理+全过程工程咨询”新型项目管理模式，广泛
应用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加快在行业使用
BIM 技术步伐，提升现代管理能力、服务质量
和效益。 特别要鼓励大型企业加快追赶国际工
程咨询技术步伐，提升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实现
“走出去”。

田 英 王 藜

无论是三峡永久船闸还是世界输变电尖
端技术工程，都有他们骄人的业绩；不管是冰
天雪地还是高温酷暑，总有他们矫健的身影。

他们 ，好比建设工地上的 “啄木鸟 ”，全
过程监管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和安全 。 在
湖南 ， 工程监理已成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的“守护神”。
在中国工程监理发展 30 周年之际，湖南

省建设监理发展同样进入了而立之年。 这是
持续奋斗的 30 年， 也是改革创新的 30 年，
更是成就辉煌的 30 年。

———写在湖南省建设监理发展 30年之际

工程监理要助推
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建设监理协会秘书长 屠名瑚

数说湖南工程监理

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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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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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通车前的张（张家
界 ）桑 （桑植 ）高速 公
路。 该项目由湖南和天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监理。 李健 摄

西气东输二线南宁支干线北
江盾构穿越工程隧道内全景。该工
程由长沙华星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资料图片

湖南第一高楼———长沙国金中
心。 该项目由湖南长顺项目管理公
司监理。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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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综合产值

2010 年 2014 年 2017 年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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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6

165.92

宜昌市三峡大坝， 大量货船过
闸。 该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
咨询中南公司监理。 唐俊 摄

全国产值排名

2010 年 2014 年 2017 年

单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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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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