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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有感
2020 年 5 月 18 日《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一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
《意见》对新时代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方向、任务和举措进行了系统设计，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经济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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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提供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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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意见》第二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的第（三）部分“稳步推进自
然垄断行业改革”中写道“构建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竞争性环节电价，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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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管网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健全竞争性油气流通市场。深化铁路行业改革，促进铁路运输
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实现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完善烟草专卖专营体制，构建适度竞争新机制。
”
我们知道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邮政和烟草一直是垄断行业，民营企业想要参与进去是

北京 MAX 空港研发创新园 B 区项目主体结构分部顺利通过验收

很难的，同时也导致了这些行业的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在偏远地区，相关的基础设施陈
旧，工作人员散漫，价格不平等，服务意识差等现象普遍存在。本人在建筑行业从事电气工程多年，
对各地的供电部门的服务态度深有体会。导致如此现象主要是因为垄断行业缺乏公平竞争，竞争压
力小。
试想，根据《意见》中的内容，这些自然垄断行业有序开放后，我们买电、加油、买天然气等
是不是就会像使用手机运营商一样，可以自主选择，货比三家，或者推出一些亲民的套餐，这样我
们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日常使用情况选择相应的套餐。
通过这一点，我看到了国家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党带领着全国各
族人民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体
制下，我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空港股份开发建设部 李宝丰）

跑完一万公里有多难
一万公里有多远？即使是从中国疆域最南走到最北也要走上两遍，相当于家用汽车绕北京六环整整 54 圈。最近，Keep 上有
个热门话题“伊忘公里的约定”，目标是在十年内跑完一万公里。创建这个话题的人叫王文祯，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消防员。起初
高强度的消防训练让他痛苦不堪，尤其是日常的长跑训练，过程痛苦到想要放弃。后来他下载了 keep 软件，想通过软件每日打卡
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从而完成消防训练考核。
就这样，王文祯日复一日地在 keep 上打卡。跑步、训练、工作，
生活依然是孤独的重复，而跑步成了他对抗现实的唯一寄托。几年的
坚持打卡，让他从当年无法追上别人小白，成为了跑步“大神”
。
这个时代，人们都渴望独立自由，却也前所未有的孤独。跑步，
似乎可以使人们在孤独的生活中找到点低成本的乐趣。除了痴迷跑步
的马拉松业余选手，还有期望变瘦的青年男女、重症康复者、试图通
过自律改变现状的普通人。一万公里到底有多远，仔细想想：不管多
远，跑就对了。目前，这个 Keep 话题下也开始有其他跑友打卡，而
我也悄悄的参与到了其中，至今已有 7 千多人加入“伊忘公里的约
定”
。
跑完一万公里究竟多难？我觉得其实不难。从加入话题到现在，
我已经跑了三个月的时间。跑步虽然只是两腿不断交替向前的过程，
但路上的一切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坚持打卡跑步不仅改掉了我的拖延
症，变得更自律，还使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健康，更精神了。我会一直
坚持跑下去，完成这个约定！
（天源建筑 梁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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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时，北京 MAX 空港研发创新园 B 区项目主体结构分部验收工作在总承包单位施工
现场会议室召开。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地质勘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项目负责人孙朋国主持。
整个验收程序分为现场会议汇报和现场实体查验两个阶段进行。首先，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以及
监理单位总监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等对主体结构分部验收所涉及的各项内容进行介绍及自我评
定。之后，验收人员分为观感组和资料组分别对主体结构质量以及施工技术资料进行了分项查验。实地查验
结束后，与会人员对检查验收结果进行了交流与点评。公司项目负责人孙朋国、开发建设部部长张杰分别对
主体结构以及下一步施工计划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经过与会人员认真讨论，一致认为：该工程各项资料
完备，工程管理规范，主体结构质量评定为：合格。至此该项目主体结构分部顺利通过各方验收，可以进入
后续装修阶段施工。
目前该项目在施工进度、施工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方面得到了顺义区质监站、安监站、甲方、监理等
各单位的认可，为明年的竣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公司早日招商带来助益。
（空港股份开发建设部 李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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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源建筑：学习《职工违规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 上证指数本月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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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响应开发公司《职工违规违纪行为处分规定》文件精神，使全体

上证指数 5 月 6 日起始 2860.08 点，5 月 28 日为期间最高 2861.92 点，5 月 28 日出现期间最低 2820.15 点，5 月 29 日收

职工对文件理解更为透彻，天源建筑纪检部门根据文件内容要点、重点，将

于 2852.35 点。期间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4.14 亿手，成交额为 4730.33 亿元，区间涨跌-7.73 点(-0.27%)，区间振幅

文件转为 PPT 形式发至各部室、项目经理部，要求各部门、项目分别组织职

1.46%。

工学习、宣传。

➢ 公司股票本月走势

通过本次学习使大家深刻的认识到职工的违规违纪行为对自身和企业

公司股票 5 月 6 日起始价 5.90

的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想真正实现科学管理，就必须要规范员工的行为。

元，5 月 21 日达到期间最高价 6.74

严格执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才是企业得以发展壮大、工作有条不紊顺利

元，5 月 13 日出现期间最低价 6.06

开展的基石。通过此种方式的学习，使得天源建筑的广大职工深入理解规章

元，5 月 29 日以 6.30 元收盘。期间

制度，用行动展示出遵纪守法，尽职尽责的风采。

共 18 个交易日，成交量为 58.43 万
（天源建筑 石燕鸿）

手，成交额为 3.68 亿元。区间涨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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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78%)，区间振幅 11.53%， 6.2

➢ 天地物业：学习物业管理条例，提升员工职业素质

区间换手 19.48%；加权均价为 6.31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物业管理水平，提升职业素养，保障依法依规维护物业管理权益，6 月 5 日上午，天地物业办公室主
任于春录在融慧园项目部组织员工学习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本条例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2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此次学习人数含盖各项目、各部门 50 余人。

6.1

元。
如图：公司股票 5 月整体走势

6

弱于大盘，前期小幅下降，后期震荡

通过本次物业条例的学习，使员工进一步了解物业管理的意义所在。条例从物业管理区域、前期物业、物业管理中各主体、
物业服务的内容、物业使用及维护以及法律责任几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对物业管理过程中业主、业主组织、物业所享有的

反弹。
（空港股份证券部 张鹏楠）

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本次学习共进行了 2 课时，使职工对《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将以此条例为标
尺，做好物业管理工作。
（天地物业

王淑英）

➢ 天瑞置业：《顺义区已建成工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项目转让事项办理工作规
定（试行）》的解读
顺义区人民政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高全区产业空间资源的使用效率，规范已建成工业、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科研项目转让审核，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结合区内实际，制定《顺义区已建成工业、软

➢ 2020 年 5 月北京市土地市场成交情况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项目转让事项办理工作规定（试行）
》
。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北京市土地市场土地招拍挂项目成交情况显示，5 月份北京市挂牌成交土地 9 宗，总成
交土地面积约 435809 平方米，总规划建筑面积 780938 平方米，总成交金额约为 280.73 亿元。

适用范围：顺义区工业用地及科研用地上已建成的工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项目。
审核主体：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会等。

5 月份北京土地市场共成交居住用地 8 宗，分为位于丰台 3 宗、顺义 2 宗、朝阳、大兴

审核标准：第一， 受让人需符合北京市十大高精尖产业及顺义区 3+4+1 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在顺义区登记注册并缴纳税

和房山各 1 宗，总成交土地面积约 415825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740970 平方米，总成交

收。第二，受让人需满足《顺义区产业项目全要素评价办法》中关于环保、节能、安全、研发投入等相关要求及主要量化指

金额 280.45 亿元。除房山地块为共有产权房和朝阳地块为限价商品房外，其他地区地块均

标，其中独栋楼宇转让的，按独栋楼宇建筑面积测算，年收入不低于 2 亿元/万平方米/年或全口径税收不低于 2000 万元/万

为不限价的商品住房地块。最受关注的是位于东三环丰台区分钟寺的三宗地块，近年来，

平方米/年。
（对于符合北京市及顺义区高精尖产业发展方向，经认定属于重大的原始创新平台、前沿技术项目、创新要素资

中心城区的地块越来越少，且该地块地理位置优越，靠近南三环、紧邻地铁十号线，吸引

源、公共平台类项目，可不受本条量化指标要求限制）
。

了包括合生、中海、城建、平安等众多开发商的争抢。5 月 9 日，分钟寺 L24、L26 地块，

经对文件的精心解读，我认为该文件的出台为公司空港融慧园剩余楼宇的转让开辟了新的路径。首先，该项目满足已建

该地块占地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规划面积约 10.7 万平方米，现场经 57 轮竞价后，合生

成工业项目；其次，楼宇买受人有尚医智信、优客工场等一批高精尖产业、创业平台等；最后，该项目楼宇已通过市级工业

以 72.2 亿元成交，溢价率 26%，楼面价 67202 元/平方米。19 日，分钟寺 L39 地块，占地面积 17832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55141

项目联审会，可以申请分割销售。基于上述分析，天瑞置业已开始进行部分楼宇转让申请的准备工作，希望借此契机，取得

平方米，该地块在现场竞拍前已收到 10 次报价，最高报价 30.91 亿元，在现场经 56 轮竞价后，亦被合生以 42 亿元竞得，溢价率

更好的业绩。

高达 42%，楼面价 76168 元/平方米，刷新了自 2017 年以来北京南城楼面价单价新纪录，成为丰台历史上第二单价地王。分钟寺

（天瑞置业 汪军）

L41 地块，规划建筑面积 88484 平方米，经 82 轮竞价后，仍被合生以 65.4 亿元拍下该地块，溢价率 37.85%，楼面价 73912 元/平
方米。分钟寺三宗地块均被合生拿下，三宗地总规划建筑面积 24.8 万平方米，平均楼面价 72401 元/平方米，是年内最高楼面价。
预计售价超 10 万元/平方米。顺义区 6039 和 6028 两宗地块位于白马路和通顺路交口附近，占地面积为 57706 平方米和 87328 平
方米，容积率均为 1.6，是低密度类别墅项目。分别以 16.7 亿元，溢价率 17%和 24.1 亿元的底价成交。
5 月份北京土地市场成交工业用地 1 宗，位于北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园，成交土地面积 19983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 39967
平方米，成交金额约为 2801 万元。

➢ 党群工作部：股份党总支征集“三重一大”完善意见
根据空港开发关于更新“三重一大”制度的相关要求，空港股份党总支于 2020 年 6 月 2 日上午召开关于完善“三重一大”
报告事项的会议，公司各部门负责人 12 人参加，党总支纪检委员付桢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将“三重一大”事项分为“有明确规
定的请示报告事项”
、
“特殊情况需请示报告的事项”
、
“需要股份公司统筹协调的重大事项”及“其他”四大项，要求各部门在
会后进行研究，从 13 个具体事项中认领本部门所属内容，并积极讨论进行更新完善。

本月，北京土地市场明显回暖，在降准降息等政策影响下，房企拿地积极性逐渐提高，多地再次出现高溢价率土地成交，使得
土地市场热度持续提升。

此次会议旨在通过征集意见的方式，将“三重一大”制度修改完善，使制度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为将来依照制度执行
工作磨刀利刃。

（空港股份产业发展部 朱立娇）

（空港股份党群工作部 李梦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