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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
勇立时代潮头浪尖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简称BIM，是建
筑行业的新兴技术。2020年底，南通
市土木建筑学会BIM技术应用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交流会在海安举
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构力科技
BIM技术总监姜立等专家济济一堂，为
建筑业抢抓数字经济机遇把脉指向。

这样的活动在海安并不鲜见。敢
为人先、拥抱变革，是海安建筑铁军的
鲜明特征。

1978年，成立建筑民兵团，数以千
计的建筑铁军人远赴新疆、大庆，揭开
了海安建筑队伍进军省外市场的序幕；
1985年，进军约旦、科威特、伊拉克等国
家，打开了国际市场；1998年，实施产权
制度改革，确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
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2005年，实
行政企分开，各项经济指标一路攀升；
2012年成为全国第7个、全省第一个

“中国建筑之乡”；2016年成为省建筑产
业现代化示范城市……复盘海安建筑
铁军发展壮大历程，可以发现，每一步，
都精准踩在了时代的潮头浪尖。

“海安建筑业能够行稳致远，与党
委、政府的积极引导、大力支持密不可
分。”海安市建管部门负责人贾伯根介
绍，海安高度重视建筑业发展，将每年
的正月初十确定为“建工节”，建筑铁军

“出征”前，市委、市政府都会隆重举行
总结表彰活动，为他们壮行。不仅如
此，为推动建筑企业向工程总承包、装
配式建筑、智慧工地等方向转型，海安
还首先在政府项目中设定相关要求，鼓
励企业大胆“吃螃蟹”，积累经验。

像抓工业经济一样抓建筑业，像服
务工业企业一样服务建筑企业。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海安迅速出台《关于
实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建筑业健
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全力支持
建筑企业渡过难关，并在“海陵英才”计
划中，新增支持企业招引建筑人才政
策，加快构建一流人才队伍，推动建筑

业由“汗水型”向“智慧型”转型。
政企同心，海安建筑铁军围绕主业

纵向延伸、横向拓展，初步形成专业覆
盖宽、产业链条长、产品附加值高的发
展新格局。2020年，更是打出漂亮的

“V”型反转：建筑业总产值、施工面积、
入库税金均实现逆势高位增长，美国
《工程新闻纪录》和《建筑时报》联合评
价的“中国承包商80强”榜单中，苏中
集团列第16位，连续17年登榜；达欣集
团列第58位，并获评2020年最具效益
承包商。

南征北战，
放眼全球开拓市场

2020年，一条消息振奋了海安：达
欣集团获得以色列最高建筑资质——
G5资质。

2017年，以色列开放国内房建市
场，面向全球招标优秀建筑承包企
业。两年间，共有包括达欣集团在内
的6家中国建筑企业入围。这是海安
建筑企业首次打开发达国家建筑业市
场的大门。

“以色列建筑业的许多标准跟欧洲
类似，经营好这块市场，对于我们加速
全球布局意义重大。”达欣集团副总经

理马军介绍，达欣在以色列很快接到了
项目，但紧接着就遇到了麻烦——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工人出不去。“关键
时刻，市委、市政府多方协调，并邀请以
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相关人员到海安
考察，促成达欣200多名工人包机直飞
以色列。”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海安鼓励有
条件的建筑企业大胆“走出去”。截至

目前，该市具备对外签约权企业数量达
到8家，华新集团、苏中集团先后获“对
外援助成套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南
通苏中开拓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市场，
苏东钢结构、工泰积极开拓印尼、柬埔
寨、沙特等东南亚和中东市场。去年，
该市实现境外工程营业额1.2亿美元，
是“十二五”期末的3.5倍。

在国内，海安建筑铁军紧跟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以“龙头带动、团队协作”方
式抱团作战，已形成超20亿元市场13
个，超50亿元市场10个，超100亿元市
场3个。苏中集团承接的南宁恒大国际
中心项目高度达305米，刷新了海安建
筑铁军超高层项目施工的规模之最、高
度之最、难度之最、技术创新要求之最。

铁军征战在外，他们的家人有人守
护。2019年“六一”儿童节，海安举办

“关爱建筑工人家庭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活动，看到许多孩子在心愿卡片上留言

“希望暑假能多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
时任市长的海安市委书记于立忠向孩子
们宣布：“经过与各建筑公司沟通，今后
每年寒暑假，你们去看望父母都将享受3
项待遇：一是提供免费住宿；二是安排陪
伴时间；三是赠送学习用品。”话音落地，
现场立即响起掌声和欢呼声。

党旗飘扬，
彰显“铁军”责任担当

新年伊始，河北石家庄疫情形势牵
动人心。为安置隔离密切接触者和次
密切接触者，当地紧急建设隔离场所。
在昼夜施工的建设现场，海安建筑铁军
的旗帜高高飘扬。

1月13日下午，苏中建设石家庄紫
晶悦城18#地块项目部，响应政府征召
志愿者的号召，紧急集结38名建设者
驰援建设一线。隔离病房项目规划建
设3000个床位，共11个隔离单元，苏中
建设负责其中3个隔离单元施工。经过
一昼夜的奋战，即完成平整场地、支设
基础模板，14日中午开始浇筑基础垫层
混凝土。

“海安建筑铁军召之能来、来之能
战，是因为我们将支部建到了项目上。”
贾伯根介绍，海安各大建筑企业都已成
立党组织，该市“像抓在家党员一样抓
实流动党员管理”，创新实施流动党员

“风筝”“云端”工作法，锻造了一支有纪
律、有血性、有灵魂的铁军队伍。

急难险重见担当。去年春天，疫情
来势汹汹，建筑工地大面积停摆，海安
建筑企业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踊跃捐款

捐物支持家乡及武汉抗击疫情：苏中集
团捐赠260多万元，达欣集团捐赠80多
万元，华新集团捐赠60多万元，润宇公
司捐赠30多万元……

奋进“十四五”，海安建筑铁军锁定
新目标，将为建设“产业高地、幸福之
城”贡献更多力量：

——产业规模稳步增长。至2025
年建筑业总产值突破2500亿元，形成
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产业链完善的现代
建筑产业集群，年产值超1000亿企业1
家，超300亿元企业1家、超200亿元企
业1家，超100亿元企业3家。

——市场开拓持续突破。至2025
年在全国形成超200亿元以上的区域
市场2个，100亿—200亿元以上的区
域市场2个，50亿—100亿元区域市场
15个。新开拓5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
市场，“十四五”期间完成境外工程承包
营业额累计超25亿美元。

——科技进步不断跨越。建筑业
总体技术水平达到省内一流，全行业技
术开发投入、技术装备率、动力装备率、
机械化施工水平大幅提升。新增BIM
集成应用示范项目2—3项，到2025年
智慧工地覆盖率达到50%,培育2—3
家智能建造骨干企业。 徐培鸿 徐超

从“一把瓦刀闯天下”到“放眼全球拓市场”

海安“铁军”创新跃升 攀向新高度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员，总会清晰刻下奋斗者的足迹。站在“十四五”全新起跑线上回望，过去5年，海安

建筑铁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成绩单：2020年实现建筑业产值1800亿元，超出“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300亿
元，相比“十二五”期末增长75.6%。

与体量同步提升的，是发展质量。5年间，海安建筑企业总数由289家增长至525家，1家企业晋升特级资
质、19家企业晋升一级资质，斩获鲁班奖6项、国优奖12项、詹天佑奖24项，足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和俄罗斯、苏丹、巴基斯坦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安建筑业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40 多名泥瓦匠组建的“海安瓦业协会”。70

余年风雨兼程，海安建筑业已成长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品牌产业、形象产业，海安
也成为全国第七个、全省首个“中国建筑之乡”。海安建筑铁军传奇式的发展轨迹里，藏着怎样
的密码？

苏中建设集团承建的马儿岛艺术文化主题度假酒店获2020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华新建工集团承建的华新一品三期北1、2、3、5号楼及地下车库B区获2020年度国优工程奖。

海安市领导为建筑铁军留守儿童圆“微心愿”。

2020年江苏法院
工作巡礼

铁拳重击，
再掀扫黑除恶强大攻势

2020年9月15日至21日，江苏法
院集中公开宣判了25起涉黑恶案件，
141名被告人获刑，再次让人民群众看
到扫黑除恶雷霆万钧的气势。

此次集中宣判是专项斗争决战决
胜阶段的一次关键战役，吹响了全省
法院收官冲刺大会战的号角。集中宣
判的案件中，包括充当“砂霸”、扰乱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管理活动的宿迁嵇玉
东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以黑护赌、充当
地下执法队的盐城戴维宏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充当“保护伞”的南京李敏包
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

宿迁嵇玉东等31人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宣判，让不少
受害群众自发放起了鞭炮。

被告人嵇玉东自2006年初，纠集
被告人冯汉东、魏文兵、魏巍、徐永等
人，擅自强行对运砂船只收取费用，在
新沂河颜集段水域内，垄断采砂船的
柴油销售，多次干扰、破坏沭阳县河道
管理局等部门打击非法采砂工作；该
组织还利用成员参与村委会管理活
动，在征收税费过程中随意殴打村民，
破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秩序。该
组织一连串的违法犯罪活动，致多人
受伤，给400余名被害人造成经济损
失，攫取经济利益1800余万元。宿迁
市宿豫区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
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
矿罪等10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嵇玉
东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30名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13年6个月及以下不
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是一场对法治水平的检验战，
既要打狠更要打准。据省法院分管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院领导介绍，
对涉黑恶案件定性实行严格审查，既
要防止拔高认定，又要防止降格处理，
确保专项斗争始终沿着法治轨道稳步
推进。省法院开展涉黑恶案件调研评
查活动，共评查案件 603 件、案卷
1000余册，有效提升办案质量。组织

“扫黑除恶疑难问题及长效机制建设

专题研讨班”，提升专业化水平，为“案
件清结”扫清法律疑难障碍。

“云端”续击，
在统筹兼顾中保持打击节奏

2020年 3月 5日，苏州中院采用
六地远程视频连线、互联网直播的方
式，对中央扫黑除恶第十七督导组重
点关注的徐天兴等15人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进行二审公
开宣判，维持一审对徐天兴以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
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
禁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
营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
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
判决。

苏州中院副院长、扫黑办主任吴

万江介绍，为在战疫期间审理好涉黑
涉恶案件，市中院扫黑办与司法鉴定
处、办公室、法警支队、全市各看守所、
检察机关、辩护律师进行有效协调，逐
一落实场所消毒、被告人防护用品提
供、监所远程视频连线设备保障及信
号调试等工作，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
安全有序。

据省法院扫黑办负责人介绍，
2020年以来，全省法院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案件
清结”目标，聚焦疫情期间被告人“出
不来、进不去”等堵点难点问题，积极
谋划、分类施策。创新推行“入所审
判”。在总结优化南通试点经验基础
上，省法院与省公安厅联合下发通知，
在全省部署开展驻所科技法庭建设，
在全国率先实现无需将被告人提押出
所即可满足现场庭审、网络庭审、被告
人分散关押时多点连线以及远程旁听
等功能需求。大力推开“云端审判”。
各级法院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利
用远程视频、多点连线等线上方式审
理了一批涉黑涉恶案件。省法院下发
通知规范远程视频庭审，切实保障被
告人、辩护人诉讼权利。

追踪追击，
在办好一案中净化一片

名为保安公司执行安保任务，实为
自建“地下执法队”进入市场开展有偿
服务……2020年 3月，连云港卢立平
等人涉黑案二审审结生效，被告人卢
立平被判处有期徒刑21年，剥夺政治
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5
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13
年及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或罚金，以卢立平为首的龙
成保安“机动队”彻底覆灭。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卢立平

挂靠连云港市龙成保安公司，违反《保
安服务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未取得相
关资质情况下，组建由刑满释放、吸毒
等社会闲散人员参加的“机动队”，以
提供“保安服务”为名，通过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系列犯罪活动，
强占他人公司股权，非法敛财351.6万
元，造成13人轻微伤及多人合法财产
受损。

该案二审审判长、连云港中院扫黑
办负责人相旭东说，案件审理不是一
判了之，更应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与
源头治理相结合。针对该案中发现的
保安行业乱象，就保安资质、保安队伍
和安保器械管理问题，办案法院及时
发送司法建议，推动相关部门有针对
性地研究完善政策、制度，健全市场准
入，加强行业监管。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院共针
对涉黑恶案件中发现的社会治理薄弱
环节发送司法建议938条，加强跟踪问
效，促进堵漏建制。

一些黑恶势力涂上“保护色”、穿
上“隐身衣”；一些黑恶分子头顶“保护
伞”、手握“摇钱树”。对此，省法院扫
黑办负责人表示，斩草一定要除根，治
病树一定要拔病根，全省法院统筹推
进“打伞”“打财”，让黑恶势力彻底土
崩瓦解。

强力推动“打伞破网”。全省法院
开展已审结涉黑恶案件“大排查大起
底”，共深挖并移送“保护伞”“关系网”
线索429条。

全力深化“打财断血”。省法院出
台《关于立审执协调配合推进涉黑恶
案件刑事裁判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指
导意见》，牵头与省公安厅、省检察院
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案件“打
财断血”工作座谈会纪要》，加强“打财
断血”工作的规范指导。各级法院成
立“黑财清底”工作专班，常态化开展

“黑财清底”专项执行行动，全链条核
查涉案财产流转轨迹，将显性“浮财”、
隐性“暗财”一网打尽。

郑卫平 高荣超

以“硬核”打“硬仗”
——江苏法院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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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为期3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3年来，全省法院以
雷霆之势推进扫黑除恶，一审审结涉黑涉恶案件1125件，判处8063人；
严惩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审结相关案件270件，判处290人；开展
“黑财清底”专项执行，执结案件1656件，执行到位29.5亿元。

特别是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江苏法院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统筹疫情防控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案件清结”“黑财
清底”为重点，扎实推进“六清”行动，啃下了“骨头案”，拔掉了“钉子案”。

全省法院在办案过程中牢固树立“铁案意识”“精品意识”，办理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精品案件，5起案件入选全国
扫黑办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抓执法办案的同时，又抓好综合治理，推动长效常治，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