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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实施意见 

（2023 年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认真落实《关于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开展工程建设企业信用

管理咨询工作，并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新发展理念，深入落实“十四五”规划和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要求，

全面构建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新发展格局，促进工程建设企业高

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企业自愿参与原则，坚持服务为本原则，坚持市场化原则，

坚持互惠互利原则。 

（三）工作目标 

“十四五”时期，加大信用服务力度，帮助企业提高信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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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管理效益，全面提升工程建设行业信用建设水平，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 

二、组织管理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简称“信用委”）

负责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有关方针政策下，研究制定工程建设行业

信用建设标准和制度，完善信用管理咨询工作机制，组建和培育咨

询专家，搭建工程建设行业信用管理咨询平台，组织开展咨询服务，

规范服务过程和行为。 

工程建设各行业协会或省级、地市级协会负责协调本行业或地

区的信用管理咨询工作，协助咨询工作顺利进行。 

咨询专家团队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需求、专家专业和水平从信

用委专家委员会中精选并组建，负责专家咨询的专业化服务。 

三、咨询内容、模式及方法 

（一）咨询内容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依据《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

内容清单》开展咨询工作。 

（二）咨询模式 

专家咨询，从专家委员会中精选、组建专家团队，对企业进行

定制化咨询。 

（三）咨询方法 

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咨询是指通过“工程

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平台”，以及视频在线等途径提供服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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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咨询是指现场提供服务。 

四、咨询程序 

凡有咨询意向的工程建设企业均可参加，并且遵循以下流程： 

（一）申请。企业准备申请表等相关材料，向推荐单位提出申请。 

（二）推荐。各推荐单位受理企业申请后，提出推荐意见并报

送信用委办公室。 

（三）受理。信用委办公室根据咨询需求和推荐意见进行审核，

通过审核纳入“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平台”注册管理，同企

业签订咨询协议，确定咨询方案。 

（四）咨询。按照咨询计划和方案，信用委办公室组织咨询服

务，实施全程监督管理。 

（五）发布。 

五、保障措施 

（一）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工作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信用委组织，各省级（行业）协会、地市级协会协助，信用委专

家委员会提供咨询服务。 

（二）信用委建立“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系统”，存储

相关信息，记录咨询过程，反馈咨询结果。 

（三）信用委加强对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工作的协调指导，实施

全程监督，确保咨询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六、相关要求 

（一）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按照协会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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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收取咨询费，并签订咨询服务协议。 

（二）参加咨询的企业，要认真对待专家组的要求，提供真实、

全面、准确的企业资料，积极配合信用委、专家组的咨询工作。提

供咨询的任何一方，要切实对企业负责，认真完成咨询服务，防止

走过场，确保咨询方案的落实和咨询目标的实现。 

（三）咨询中要实事求是，一旦发现弄虚作假、严重违规违纪

的行为，信用委将终止咨询服务。 

（四）各推荐单位及有关企业要按照本实施意见的要求，明确

责任分工，认真抓好落实。 

 

附录：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内容清单 

 

 

  



— 8 — 

附录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内容清单 

主要方面 重点内容 具体项目 

法人治理 

管控模式 
厘清管理层级角色定位、管控架构、权责

边界等。 

治理结构 
明晰“三会一层”职责权限，企业管理体

系，优化治理结构。 

决策程序 规范决策程序，提升决策水平和效率。 

股东权益 
产权模式，健全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保

障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战略发展 

资源梳理 
梳理公司业务和产业资源，分析内外部环

境，整合确定战略目标等。 

战略规划制定 
企业战略规划、业务战略规划、职能战略

规划制定服务以及战略的部署和预测等。

战略落地 
企业中长期规划目标落地跟踪，年度目标

支撑，动态管理调整等。 

战略纠偏 
对战略方向、目标体系、战略执行等内容

的及时纠偏。 

风险管控 制定完善有效的风险管控机制和手段等。

 

 

 

 

人力资源 

管理 

人力资源 

规划 

人力资源规划制定、实施、保障；人力资

源规划与战略规划的匹配度。 

人才招聘与 

培养 

人才招聘、培训、培养体系，用工管理，

梯队管理等；公司人力资本价值增值。 

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体系，薪酬福利策略，薪酬福利

竞争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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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面 重点内容 具体项目 

绩效管理 

绩效规划和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估与考

核等。 

绩效考核方法（MBO/KPI/BSC/PIV） 

劳动关系管理 劳动关系管理以及风险规避和管控等。 

市场经营 

经营机制 经营模式，产业布局、市场布局等。 

市场开发管理 
市场营销体系，营销项目的策划、实施、

激励与收尾、客户管理 CRM等。 

财务管理 

管理体系 
体系建设，全面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内

部控制、财务信息管理、财务队伍管理等。

内部控制 

重点控制环节确定，内部控制流程设计；

内部控制制度和机构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等。 

财务核算 

会计核算方式建立；会计核算科目设置；

财务核算内容调整或增加；安全费用、研

发费用等核算或归集等。 

税务筹划 
纳税管理，税务筹划；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企业资格认定配合等。 

财务决算 
工程项目竣工后以及年终财务决算时财

务决算应把握的重点环节等。 

财务计划 

财务分析中把握的重点环节；财务计划编

制的依据、内容和方法；计划与实际偏离

的分析；制定财务规划等。 

财务监督 
财务监督的内容、保障措施；财务监督的

有效实施；资产管理与财产清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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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面 重点内容 具体项目 

设备管理 

管理体系 

设备管理架构建立；自有设备、租赁设备、

分包分供方设备以及大中型起重设备安

装、维保、拆除等必备的设备管理制度等。

组织实施 

设备进场前的审核，设备安装及使用前的

验收，设备使用中的技术、安全、环保管

理，设备定期维保，设备退场等。 

技术管理 

管理体系 
技术管理架构和体系建设，以及技术管理

制度。 

管理工作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的审批、管理，

工程技术交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技术管理，测量、试验管理，图纸、工

程洽商管理，工程创优实施过程管理，工

法编制过程管理，分包、分供方技术管理，

技术资料收集、整理、归档，技术工作实

施情况检查，竣工图编制管理等。 

科技创新 

管理 

管理体系 

科技创新工作定位，科技创新管理架构建

立，年度计划及中长期工作规划、管理制

度、奖罚和激励机制等。 

创新成果 
科技创新成果收集、归纳、整理、申报、

使用的日常管理，成果的激励和应用等。

项目管理 

管理体系 
施工模式，项目管理架构，项目管理流程，

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部组建 

项目班子设置；项目部职能管理部门（或

人员）设置；项目部内部各职能管理制度

制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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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方面 重点内容 具体项目 

重点管控 

过程控制和风险管控的重点；总包企业的

项目管理的重点；项目实施过程的重点；

落实回访的重点等。 

质量管理 

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架构，质量管理制度以及

ISO9000 认证等。 

重点管控 

质量策划和质量目标管理，质量控制流程

与执行，质量交底和控制指标，质量创优

与激励，质量问题权责划分与奖惩，客户

满意度调查等。 

安全生产 

管理 

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管理架构，管理机构，管理制度，

及 OHS18000 认证等。 

重点管控 

危险源辨识及重大事故隐患清单；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制度及实施；安全生产投入台

账大中型起重设备及特种作业人员管理；

分包、分供方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检

查制度；应急预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

责任追究制度；安全防护标准化及创建安

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环保管理 

管理体系 
体系建设及 ISO14000 认证，健全环保管

理制度。 

组织落实 
环保制度落实，执行奖罚，执行环保问题

追究制度；绿色示范工程创建。 

 

  



— 12 — 

附件 2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通讯地址  

二、企业简介 

（包括公司成立情况、经营情况、组织机构管理情况、自身优势劣势分

析及外部竞争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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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咨询需求 

（选择《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内容清单》内容，扩展性需求请直

接填写） 

 

 

 

 

 

 

四、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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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建设企业信用管理咨询 

推荐单位名单 
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1 安徽省建筑业协会 

2 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 

3 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4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 

5 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 

6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7 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 

8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9 广西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协会 

10 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11 贵州省建筑业协会 

12 海南省建筑业协会 

13 河北省建筑业协会 

14 河南省工程建设协会 

15 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 

16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 

17 湖南省建筑业协会 

18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 

19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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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20 江西省建筑业协会 

21 辽宁省建筑业协会 

22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23 宁夏建筑业联合会 

24 青海省建筑业协会 

25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26 山西省建筑业协会 

27 陕西省建筑业协会 

28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29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业协会 

30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 

31 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32 天津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 

33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协会 

34 新疆建筑业协会 

35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36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37 中国安装协会 

38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 

3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0 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 

41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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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名称 

42 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 

4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44 中国建筑业协会核工业建设分会 

45 中国建筑业协会石化建设分会 

46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4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8 中国林业工程建设协会 

49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建设协会 

51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 

52 中国疏浚协会 

53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54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5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56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57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工程建设协会 

58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 

59 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61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