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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级新区，南京江北新区一
直都是发展和投资的热土，重大项目
层出不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在建
设环节前期，江北图审发扬“孺子牛”
精神，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众多项目
早一天开工、助力优化新区营商环境
而默默努力着。

江北图审全称为南京江北新区建
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中心，2017年8
月，在江苏省住建厅、南京江北新区建
设与交通局共同协调下，全面承接原省
审图中心完整专家团队而成立，并于当
年底获批江苏省房屋建筑一类（含超
限）、市政公用工程一类2项施工图审查
资质，正式对外开展审图工作，业务立
足南京、辐射全省。

2020年初，疫情突如其来。这一
年，江北图审全年业务量有增无减，仅
第四季度项目受理量就比2019年同期
增长超30%。面对疫情冲击，同样面临
各种困难和压力，其业绩逆势上扬秘诀
何在？这得益于江北图审改革创新释
放的市场活力和甘做“店小二”的服务
意识，还得益于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的
开拓敬业精神。

责任重于泰山
甘做“啄木鸟”“挑刺人”

1月上旬，南京某13层办公用房设
计图纸完成初审，其整改意见中写明：违
反强制性条文15条，违反应执行条文33
条，其中结构中梁、柱等部分构件“实际
配筋（钢筋）小于计算值”，其后果为容易
导致裂缝、变形、墙体坍塌等问题，在地
震情况下更容易产生较大破坏……

某建筑高度187.7米的科教研发和
商业综合体，图纸设计整改说明中包含：
违反强制性条文16条，违反应执行条文
85条，其中包括违反强制性条文涉及安
全问题，比如科教研发的房间门开向展
厅，未直通疏散专道，当展厅不使用时，
展厅的门有可能处于关闭状态，若发生
火灾，研发室的人疏散时会受阻。

这是江北图审对近期两个建筑项
目设计图纸的审核意见。千里之堤溃
于蚁穴，责任重于泰山，可以想象，如果
没有图审这道关，高楼大厦就可能会

“带病而生”。而这只是该中心近年来
受理众多项目中的两个案例。

一颗螺丝钉的缺失有时可以颠覆

一座桥梁，一根钢筋的粗细或许决定一
幢高楼大厦的根基是否稳固。

把隐患和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是
图审工作最贴切的表达。

江北图审成立以来，始终把提供优质
服务放在首位。通过推行党员亮身份、岗
位亮职责、窗口亮承诺等工作机制，不断
提升员工的主动服务、微笑服务意识，逐
步打造图审特色窗口品牌。2018年10
月，率先在行业内创建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并连续3年一次性通过方圆标志
认证集团认证。去年以来，江北新区进一
步开拓思想，利用大数据应用及知识管理
手段，创新开发含智慧客服在内的新一代
智慧审图系统，以此提供更为精准、有效
的审图窗口服务。

口碑源于实力，高质量的图审工作
离不开一个功夫过硬、胸怀责任和担当、
品质高超的优秀团队。江北图审目前共
有专兼职审图人员200余人，其中包括
23名江苏省超限审查专家、3名全国超
限审查专家。绝大部分兼职人员为省内
各大设计院专业总工、技术负责人或院
校教授，专业实力强，多人作为主编或参
编编制了全国、省市级专业技术文件。

与时俱进惟有创新
勇做改革“拓荒牛”、探路者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欲提质增
效，唯有创新。

2019年7月，南京江北新区建设与
交通局坚持问题导向、放管并重、依法
改革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率先推出系
统化审图改革举措，江北新区也成为图
审改革的先行区。

对于一个建筑工程项目来说，时间
就是真金白银。

不待扬鞭自奋蹄。为客户着想、急
客户所急、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成了江
北图审及其行政主管部门的孜孜追求。

“取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件要
求，缩小审查范围（技术、项目双层面），消
防人防一体化审查，提前桩基单审，建立
技术争议沟通机制……审图改革‘十一
条’一经推出便深受广大建设单位的欢
迎。”江北图审主任助理敬瑞龙介绍说,

“去年5月再次出台审图改革2.0版，对免
审项目范围、深基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抽查比例重新进行了优化调整。”

“创新改革改到了图审工作的节骨
眼上，打通了‘任督二脉’，也改到惜时
如金建设单位的心里去了。”苏南一位
开发商经理说。

改革前，先办理工程规划许可才能
进行施工图审查；改革后，工程规划许
可与施工图审查办理同步进行。这使
得办理规划许可与施工图审查时间间
隔由平均33个工作日缩减到约6个工
作日，时间提前了近82%。南京江北新
区2020G16地块住宅项目，建筑面积8

万多平方米，在办理规划许可证的同
时，江北图审提前接单审核，并于去年
12月19日出具一审意见，使得开工时
间至少可以提早10天以上。

率先提出技术、项目双层面缩小审
查范围，技术缩小层面上不再有审查专
家的个人看法及优化建议，仅对强制性
条文、施工图审查要点、影响安全及设
计深度等提出修改意见；项目缩小层面
上对规模不大、风险较低、易于整改的
项目不再图审，实行分类精细化管理，
为建设单位在时间和费用上减负。

消防、人防并入施工图审查，由3家
审查变为一家审查。改革前，建设单位
需要带着多套图纸到建设、消防、人防3
个部门进行图纸审查，耗时长、费用多，
还存在重复审查问题；改革后，由江北
图审“一家受理、一家审查、一家发证、
一家解决争议并承担责任”一体化审
查，建设单位无需出户，在江北图审数
字一体化平台上提交电子版图纸就能
完成全部审查。实施以来，已累计完成
一体化审查项目1100余项，成为江北
新区加快项目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也
为审图行业下一步改革试点提供了探
索实践经验。

桩基础先行图审，助力项目更快一
步开工。在工程开发规模大、建设周期
长的情况下，江北新区实行桩基分段审
查,推动地下部分先行开工，充分利用地

下工程施工期间细化完善上部主体设计
与上部施工图审查工作，达到项目开工
进度与技术审查两不误。江北新区地下
空间、新金融中心、国际名医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等30余
项建设项目通过桩基技术审查的形式先
行开工，项目建设周期得以进一步缩短。

建立通畅的技术争议沟通裁定机
制，确保审查意见公平公正，对创新力
度较大、个性化特别明显的设计图纸审
查尤其重要。通过建立技术人员、审图
机构、主管部门三级技术争议沟通裁定
机制，确保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对
审图机构出具的审图意见有畅通的申
辩渠道，确保了施工图审查意见公平公
正性的同时，也形成了审图专家与工程
设计人员专业技术和工作质量的交融
提升机制，更利于勘察设计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江北图审已主动组
织80余场次全专业技术问题沟通会。

去年疫情伊始，不少企业经营基本
停摆。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江北图审
通过数字化审查服务平台便恢复了正
常业务办公，实现不见面审图、业务服
务不中断。

推进大型项目建设
江北图审人一直在努力

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位于江北新区
核心区，总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建
筑高度157米，地上33层、地下1层，内
设9000平方米展厅、3000平方米主会
场、2700平方米主宴会厅及配套高端酒
店和办公活动空间。该项目施工图包括
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暖通等在内总
计1620张，2020年5月26日在受理环
节主动填写规划告知承诺书，6月30日
取得规划许可，审图提前介入30多天。

南京江北新区地下空间，是轨道交
通、市政与房屋建筑工程组合的7层全
地下建筑，总用地面积约61.66公顷，区
域内共计24个地块，功能包括商业、地
下环路、市政管廊、轨道交通、停车、设
备机房等，项目规模大且技术复杂。为
了提高效率，江北图审采取分区分段、
桩基先审、规划告知承诺等形式，提前
图审助力提早开工。在图审期间，不定
期组织大小沟通协调会20余场次。

江北新区研创园芯片之城科创基
地总建筑面积约164万多平方米，江北

新金融中心一期建筑高度319.85米，两
个均为大型项目。为进一步缩短建设
周期，建设单位均对桩基础部分分段图
审，先行基础开工建设，利用桩基施工
期间细化完善上部图纸，实现项目开工
进度与技术审查两不误。

位于江北新区国际健康城内的国
际眼科医院和江北新区集成电路产业
化基地，两个项目都是通过“数字化+一
体化”的审查模式，实现全流程不见面
服务，在数字一体化平台完成了消防、
人防、建设的全部审查。让数据多跑
路，让办事人员少跑腿，江北图审周到
的服务让建设单位倍感暖心。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中南中心超
高层商业楼宇项目总建筑面积50多万
平方米，建筑高度499.15米，项目内容
包括商业、公寓、酒店、办公等。一审意
见出具后，江北图审主动协调建设单
位、设计单位与项目审图专家进行多次
沟通，助推项目审图进度。

“江北图审将始终坚守提供优质服
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初心，锐意进取，深
化‘放管服’改革，探索智慧图审新模
式，为南京创新名城建设尽心尽力。”江
北新区建设与交通局负责人表示。

延伸阅读 >>>

为何要先审图后施工
1999年，重庆市綦江桥整体坍塌造

成40人死亡。根据相关部门对当时全
国发生的 100 例大型工程质量事故分
析，35%左右的工程质量事故是由勘察
设计质量问题造成的。而据江北图审
某时间段的统计显示，一些建设项目施
工图设计文件平均违反强制性条文数
达8.26条/项。

为预防工程勘察设计质量问题，
2000年，我国相继出台《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和《勘察设计质量管理条例》，将
施工图审查列入基本建设程序之中，强
制实施。图审主要是对施工图涉及公共
利益、公共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内容进行审查，是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开展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管的重要
举措。据统计，目前与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图审查相关的工程建设标准（未含地
方标准）约160本（册），与建筑工程设计
相关的强制性条文约1500条。

为百姓把好质量关，为建设单位做好“服务员”

江北图审：改革释放活力，让项目开工“再早一点”

“阻击战”升级“主动仗”
交出“双战双赢”答卷

设立 2000 万元贴息补助专项资
金、推出3000万元“常州旅游消费券”、
设立1000万元团队游客奖补资金、制
定出台《常州市支持文旅发展、促进旅
游消费的八项措施》《常州市促进文化
和旅游消费行动方案》《关于加快常州
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
件、探索“互联网+”服务新手段……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常州文旅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旅
游业“越冬迎春”的关键期，常州摁下刺
激旅游消费的“重启键”。常州市副市
长陈正春说，3亿元资金打出企业纾困、
市场复苏、产业发展的“组合拳”，注入

“源头活水”，精准助力疫情防控和文旅
发展“双战双赢”。

2020年，常州全市旅游总人数达
514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829亿元，
均位列全省第四，分别恢复到2019年的
64.6%和69.2%，旅游总人数和总收入恢
复程度分别高出全省10.9个、11.6个百
分点。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荣凯元介绍，过去一年，常州在
全域旅游创建、精品创作生产、文旅公共
服务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龙城夜未
央”成为全省最具影响力的夜经济品牌
之一，常州作为全省唯一城市，入选第一
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跻身

“2020年度中国夜游名城”。

溧阳市创建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礼诗圩村、城西回民村、
庆丰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22个市级重点文旅项目实现投资
43.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60%。

大项目支撑大旅游
打造红色名城IP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版图，离不开重
大项目“根基底座”。会上，常州市2021
年度重点文化和旅游项目名单正式发
布，35个项目入选，其中新建项目9个、
续建项目26个，项目总投资306.26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49.12亿元，文旅产业
高质量融合启动“强引擎”。

一条青果巷，半部常州史，百余位
名人大家从这里出发；前后北岸先后
走出5位状元、7位公卿、200多位进
士——让“锁在老房子里、藏在小巷子
里”的江南文化串珠成链、连线成片；
老城厢借大运河，串联出“城在景中、
景在城中、城景相融”的文化旅游辨识
度……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修缮
保护工程、常州老城厢天宁寺周边文商
旅提升工程、常州老城厢大庙弄片区历
史风貌改造工程等3个项目，聚力老城
厢复兴发展，连通“一环三轴”格局，打
造集红色研学、历史人文、慢行夜市于
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加快夜间文旅
消费集聚区发展，总投资1亿元的恐龙
园迪那索湖水秀项目和三堡街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项目，将于今年建成投
运。打开老房子，补齐文旅核心短板，
活化利用青果巷二期、盛宣怀故居、意
园、崇真女校旧址、庄蕴宽故居等20个
老城厢文物保护修缮项目，推动保护文
化遗产实现高质量发展。

讲好红色故事，打造红色文化名城
IP。常州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将举办

“常州三杰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暨新时代
弘扬常州三杰精神学术研讨会”，完成
常州三杰纪念馆周边环境整治工程，打
造常州三杰纪念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区，推出一批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和红色研学旅游项目。

织密公共服务设施网络，让居民就
近享高质量文化服务。5个公共服务类
项目覆盖了文博场馆提升、生态环境整
治、集散中心建设等。大手笔布局常州
全域旅游发展，悠然南山特色田园乡村
等 5个乡村旅游项目总投资超 30亿
元。在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上，常州今年
将继续推进20家“秋白书苑”建设，举
办“常州文化艺术节”，组织举办精品文
博艺术展览50场次、专业文艺院团惠
民演出100场次……

新定位开启新篇章
升级全域旅游“范本”

近年来，全域旅游的发展呈现出如
火如荼之势。向“优等生”看齐，这次会
上，溧阳市荣获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奖励100万元、武进太湖湾荣获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奖励100万元。如何将全
域旅游溧阳“样本”升级为常州“范
本”？常州适时出台旅游发展专项引导
资金奖励细则，重点奖励影响力大、美
誉度高的文旅品牌创建。此次细则扩
大了品牌创建奖励范围，乡村旅游重点
村、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文旅消费实
践示范单位、文旅公共服务机构融合试
点单位、金鼎级银鼎级文化主题酒店、
金树叶级银树叶级旅游饭店，均首次被
纳入奖励范围。影响力大、美誉度高的
文旅品牌创建将得到重奖，最高奖额高
达100万元。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荣
凯元表示，立足新发展阶段，今年常州
将强化资源开发，推动全域旅游高质
量发展。天宁区、钟楼区年内创成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实现辖市区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全覆盖；推动金坛区、
武进区（经开区）、新北区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力争新增1家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加速

“放量”，深入盘点全市文旅资源家底
和利用现状，推动茅山旅游度假区创
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东方盐湖城创
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宝盛园创成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创成3家以上 3A
级景区、5家以上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推进大成纺织博物馆、天虹
—大明工业展览馆建设，创成3家以上
省级工业旅游区。

唐颖 周晓明

抢占“制高点”，常州文旅奋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探索“资源创造型”发展之路，旅游经济主要指标稳居全省前列；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水平在全省领先，溧阳全域旅游发展经验成为全国典型；“常州，教我如何

不想她”城市形象深入人心……以“无中生有”的智慧“借题发挥”，蹚出文旅融合发展创新之路，常州持续擦亮“文旅休闲明星城”金字招牌。
2月2日，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工作会议亮出“十四五”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涛介绍说，聚焦“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

轴枢纽”城市定位，大力弘扬“勇争一流、耻为二手”常州精神，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正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力推进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努力争创更多
“第一”“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