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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1995 年的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渊以下简称四川元丰冤秉承野以品
质铸就品牌冶的理念袁成立 20 余年来袁该公司承揽国内众多重大工程管理项目袁在建设项
目管理行业打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遥
廿余年筚路蓝缕袁廿余年风雨兼程袁廿余年砥砺前行遥
作为建设项目管理公司袁四川元丰在挑战中革弊求新袁在机遇中创新突破袁实现了经
营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遥 成绩的背后袁承载着无尽的责任与担当袁奋进突围的过往袁记载着
四川元丰一次次顺势而为的铿锵步伐遥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罗明勇

用心服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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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
要四川元丰树立中国建设项目管理企业野心标杆冶

在文化中铸就品牌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涂山海

遂宁市凤台大桥项目

在奋进中全面崛起
四川元丰以质量为生命袁 以市场为导向袁以
发展为目标袁敬业守信尧追求卓越尧在协作共赢中
不断创造品牌价值遥
从无到有袁由小到大袁四川元丰一路走来袁如
今已发展成为工程监理综合资质企业袁同时具有
人防工程监理甲级尧项目管理一等资质袁涵盖工
程设计尧工程造价咨询尧招标代理尧水利工程等多
项监理袁一举成为四川省大型综合性工程咨询企
业袁是四川省建设监理协会副会长单位袁成都市
建设监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遥
该公司发展至今袁已有员工 2800 余人袁持证
人员 1900 余人遥 承接工程监理项目 6000 余项袁
项目管理多项遥 监理房建工程面积超过 7000 万
平方米袁造价超过 4500 亿元袁监理工程类别涉及
专业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尧市政公用工程尧公路工
程尧电力工程尧化工石油工程尧水利水电工程尧机
电安装工程等多种工程类别遥 监理过程中袁未出
现过重大质量尧安全事故袁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袁工程品质日臻完善袁技术力量和工程
质量美誉度日益提高袁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和
赞誉袁荣获各项先进奖项不胜枚举袁中国建设工
程鲁班奖尧四川省天府杯金奖等奖项尽入囊中遥
四川元丰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各项工作的
始终袁认真贯彻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尧GB/T 24001 -2016/ISO14001:
2015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和 GB/T 28001 -2011/
OHSAS18001:2007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认
证袁并依照以上管理体系严格运行袁促进企业健
康和谐可持续发展袁树立企业品质与品牌袁嬴得
了行业信誉与口碑遥
夫唯大雅袁卓尔不群袁立足根本袁守正求新遥
四川元丰立足野紧跟现在尧准备 5 年尧思考 10
年尧放眼 30 年冶的战略原则袁在城市经济高速发
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今天袁四川元丰开启了全国发
展战略目标新篇章要要
要抬望眼袁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罗明勇告诉我们院野元丰公司未来将成为全资
质尧全行业尧全地域的咨询管理企业遥 冶

在创新中实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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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博物馆工程

在开拓中加速发展
大道行思袁取则行远遥
发展是企业的核心和精髓袁 该公司
一直秉承野资源整合尧长短互补尧平台领
先尧发展共赢冶的经营理念袁四川元丰不
仅致力于专项业务的发展袁 更注重全领
域尧全过程尧全方位业务的拓展遥
业务是企业发展的前提袁 也是企业
发展的基础遥
四川元丰成立至今承接工程监理项目
6000 余项袁项目管理尧造价咨询尧全过程咨
询等项目多项遥 监理房建工程面积超过
7000 万平方米袁造价超过 4500 亿元袁其中
二级及以上工程 2000 余项袁监理工程类别
涉及房屋建筑工程尧市政公用工程尧公路工
程尧电力工程尧化工石油工程尧水利水电工
程尧机电安装工程等多种工程类别遥
四川元丰一直重视资质平台建设袁
不断完善尧充实自身平台领域袁并成立专
门的资质管理团队袁 专注于平台的拓展
及发展建设遥 目前袁该公司取得各类资质
十余项袁包括建设部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尧
国家人防办人防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尧交
通部公路工程施工监理乙级资质尧 水利
部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甲级资质尧 水利部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丙级资质尧 水利部水

利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监理资质尧 建设部
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尧 建设部一等工
程项目管理资质尧 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
乙级资质尧 建设部建设工程招标代理资
质尧 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预备级
资质尧 四川省全过程工程咨询试点企业
等袁成为名符其实的行业领导者遥
一个企业 要 发展 壮 大必 须 野走 出
去冶袁野走出去冶 才能避免地域产能的限
制袁早在 2010 年该公司就布局上进行设
计袁现在该公司在四川省外就有 18 家分
公司袁 目前在广东等地区设立了分公司
与市场网络袁 在业内具有公认的品牌度
和信誉度遥
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遥
重视团队培养袁 形成有战斗力的监
理团队遥 一个监理机构的好坏在于总监袁
总监必须提升自身有管理艺术院 既懂业
务袁有会管理曰既严格袁又要懂人文关怀曰
对项目监理人员既有分工袁 相互间又有
合作袁 这样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监理团
队遥
定期召开 总 监交 流 会遥 会 议内 容
包括公司检查中项目存在的问题袁并
对突出的问题进行讲解曰 各项目监理

工作经验和体会曰 讨论研究项目监理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曰 公司领导对后阶
段新的工作要求以及上次要求的贯彻
落实情况遥 通过这种交流袁学习别人的
好的管理经验袁 对照自己项目问题寻
找好的解决方法袁 同时对新出台的管
理制度能形成共识袁 利于管理制度的
实施遥 重要的是能让总监找到归属感袁
才能提升执行力遥
整合共识资源袁为工程项目服务遥 该
公司将整合公司技术尧人力等资源袁解决
项目上的疑难问题袁为项目服务遥 根据项
目监理规划中的详细项目概况袁 结合工
程的难点尧重点袁公司将充分发挥专家的
知识和经验作用袁 组织专家对施工组织
设计尧专项施工方案尧重要的监理细则等
进行会审尧把关袁解决监理一线遇到的技
术管理难题袁为项目监理部对质量尧安全
等的管控提供技术支撑遥
实现全过程咨询遥 将工程建设各个
环节有机整合袁提高沟通效率袁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袁加快工程进度尧降低成本尧保
证质量袁通过满足业主需要袁创造增值价
值袁 实现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效益与业主
认可满意的双赢局面遥

创新袁是企业的灵魂袁更是企业
发展的源泉与动力遥
秉承野造福员工尧造福行业尧造福
国家尧造福人类冶的企业宗旨袁四川
元丰运用先进科技不断管理创新袁
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对远程项目进行
监管遥
实行 OA 办公系统遥该公司内部
信息实现共享袁 将传统的纸张填写
过程电子化袁各种文件尧知识尧信息
能够按照权限进行保存尧 共享和使
用袁 员工在事务的办理漏项时还有
提醒功能袁 同时还强化了领导的监
控管理袁 可以实时全面掌控各部门
的工作办理状态袁及时发现问题袁及
时解决袁提升整体办公效率遥
对于远程项目袁进行信息管理系
统进行监管遥 项目监理部必须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尧监理规范及公司要求开
展监理工作袁并将形成的监理履职资
料传入公司信息化系统袁由总部的远
程监控小组检查曰 实施进度控制袁统
计该项目每月的工程实体形象完成
情况袁有利于总监理工程师尧公司分
析工程进度尧投资情况遥 为确保项目
部落实工程管理的野三控尧二管尧一协
调尧一法定安全责任冶袁对项目进行巡
检袁按照四川省建设工程项目监理工
作检查标准要求对项目部监理人员
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定为优良尧合
格尧不合格等级袁按照相应的考核结
果亮野绿蓝红冶 灯袁再按照考核结果对
项目实行差异化管理袁利于公司对项
目的整体管理袁工程质量受控袁圆满
竣工遥
构建远程培训平台遥项目工程点

多面广袁 为减少项目监理人员的舟
车劳顿袁该公司利用培训软件袁在四
川省内外共建立 66 个软件视频会
议点袁改变以前的全体培训形式袁每
月聘请专家或优秀总监视频授课袁
培训针对总监尧专业监理工程师尧监
理员尧资料员分类进行袁再分类别尧
分专业进行远程培训和考试遥 培训
的内容涉及工程类别质量尧 安全施
工规范尧建设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尧
现场监理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方
法等袁将沟通协调案例尧公司管理制
度尧责任心尧执行力以及企业文化等
融入其中遥 通过业务培训整体提高
监理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袁 提升监理
人员素质袁提高沟通协调尧解决问题
的能力袁 从而为建设单位提供优质
服务袁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遥

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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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树袁文化是根遥
廿余年艰苦奋斗尧 砥砺
前行袁野诚信尧担当尧创新尧感
恩冶 的价值理念时刻传递着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袁 成为催
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袁
为企业发展注入不竭的动
力袁 成为四川元丰不可复制
的核心竞争力遥
人才是是企业发展最核
心的要素遥 四川元丰提出野人
才是第一资源袁爱人才袁就是
爱企业冶的用人理念遥 公司于
2005 年 正 式 成 立 人 力 资 源
部袁 人力资源部逐步建立和
完善了公司的人才培养机
制袁 通过制定有效的关键岗
位继任者和后备人才甄选计
划袁合理地挖掘尧培养后备人
才队伍袁 建立公司的人才梯
队袁 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
人力支持及后勤保障遥 公司
现有员工 2800 余人袁持证人
员 1900 余人袁其中高级工程
师 180 余人袁 注册监理工程
师 360 余人袁 一级注册建造
师 69 人袁注册造价师 19 人袁
一级注册建筑师 3 人袁 一级
注册结构工程师 3 人袁 注册
电气工程师 2 人袁 铁路监理
工程师 180 余人袁 水利监理
工程师 50 余人袁交通部监理
工程师 30 余人袁人防监理工
程师 80 余人遥
员工在为企业创造价值
的同时袁 企业也为员工创造
了福利遥 该公司采用人性化
的管理理念袁采取野不抛弃袁
不放弃冶的用人方式袁不拋弃
任何一位掉队员工袁 不放弃
任何一位落后员工遥 该公司
对人才使用采取灵活多变的
用人方式袁 对特殊人才采取
野私人定制冶 的模式特殊使
用遥 人力资源部对公司员工
的工作动态进行实时管理袁
对员工工作中的难处尧 生活
中的困难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和解决袁 让企业成为每一位

员工的坚强后盾遥
四川元丰积极投入公益
事业袁为社会贡献微薄力量遥
2008 年汶川地震后袁 该公司
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并号召全
公司员工投身灾后重建事业
中袁 该公司同双龙国际共向
北川 11 所中学捐赠物资 价
值 20 万美元遥 2008 年 8 月被
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总站尧 四川省建设监理与
工程质量协会评为 野抗震救
灾先进集体冶遥 2016 年 9 月开
始袁 该公司主动派出技术骨
干李桂林尧 杨建军同志到宁
南县进行了为期 96 天 的 脱
贫功艰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
理工作遥 2017 年 8 月 8 日九
寨沟地震后袁 该公司主动派
出技术骨干李桂林尧 邓捷同
志冒着余震危险投入灾害安
全性应急评估遥
百年基业袁品质第一遥
四川元丰始终秉持 野精
心组织尧 细心落实尧 科学创
新尧臻于精品尧以人为本尧安
全第一尧 良心企业尧 百年基
业冶的理念袁致力于实现企业
社会价值最大化袁 让企业与
员工尧社会共同发展遥
在未来的道路上袁 四川
元丰将继续坚持野专心致志袁
重誉守信袁诚心诚意袁服务至
上冶的经营理念袁始终把品质
作为发展的第一标准尧 把人
才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袁把
科技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袁
创新工程管理主流技术袁深
化工程管理技术研究遥
潮起海天阔袁 扬帆正当
时遥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与时俱进袁 开拓创
新袁 勇于担当时代与社会的
责任和使命遥 总经理涂山海
认为院野用心建筑未来袁 用心
创造未来袁用心服务未来袁建
树中国建设项目管理企业
耶心标杆爷遥 冶
(杨源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