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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站式咨询服务

⒛18年 4月 1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

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8年 4月 14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中发 (

2018)12号 ),明确以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海南特点,

建设中国 (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圉为海南岛全岛。2018年 10月 16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海南自贸试验区)

并印发 《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随着海南自贸岛相关政策的持

续落地,党中央希望海南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持续深化改革探索,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到 20zO年 ,自 贸试

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在此大背景下,势必有着更多国际或国内的大型企业入驻海南,工程项目的

数量也会冂益增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工程咨询服务显得愈加重要。工程项

目咨询工作是经济建设和工程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的关键所在。做好工程咨询

工作有利于及早的发现项目规划书中不合理的地方,有利于对项目工程的具体实

施作出知道,有利于工程项目的成本核算,更有利于对工程项目和经济建设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

我院成立于 1957年 ,为政府项目代建是我院的一项长期业务,不管是项目

前期流程还是全过程流程,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我院可提供的前期咨询服务如下 :

一、不同委托方委托的项目前期阶段咨询

委托方 前期咨询服务类 9,l 具体内容

项目业主委

托

企业投资项目的前期

咨询

编制企业发展规划、项目投资机会研究、项目商业

计划书、项目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以及相关专题研究报告,为企业发展战略研

究和投资决策服务

企业投资项 日核准和

备案咨询(投资不使用

政府资金的项 日)

按照政府核准或备案机关的要求,编写核准项日申

请报告、项日备案相关文件;以便于政府部门进行

核准和各案

企业资金屮请咨询 编写资金申请报告,以获得政府投资补助、贷款贴

息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及政府贷款转贷等资金



政府部门委

托

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

咨询(使用政府资金的

项目)

从提高政府性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编写项目建议

书、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对其

进行咨询评估

政府投资项目评估咨

询

政府核准项 日咨询 接受审核机关委托,对企业上报的项目核准申请报

告进行评估论证。

金融机构委

托

金融组织委托 企业资信调查,企业改造项目现状评估等

二、企业投资顼目前期咨询

1、 投资机会研究。

机会研究一般与规划研究同步进行,以机会研究结果为基础,可以设立备选项目

库。机会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经验进行粗略的预测估计。主要咨询内容包括 :

(1〉 分析投资动机,把握投资目标。

(2)鉴别投资机会,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鉴别:

⊙鉴别项目目标与企业规划目标的关联。

②鉴别所研究的投资机会是否能够发挥企业优势,具有可行性前景。

⊙符合企业现实情况。

(3〉 具体项目论证,对于不同类型的投资机会,应结合项目特点进行论证。

主要是以下五种:资源利用开发型项目、填补市场空白型项目、科技领先型项目、

配套服务型顼目、公共领域市场化运作项目。

2、 初步可行性研究

初步可行性研究是对机会研究所选择的项目进一步分析论证。初步可行性研究是

初步判断项目是否有生命力。

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对投资机会研究所选择的较大

或较复杂的项目,如果所掌握的基础数据对项目目标的可实现性的判断仍感不足

时,应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这样做可以避免直接进行详细可行性研究时花费较

多、费时较长的,而最终又判定顼目不可行所造成的损失。



3、 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比,提出项目是否值得投资和如何进行建设。

三、不同类型顼目前期咨询

建设顼目按照对投资的管理制度,可以分为三类:审批制项目,核准制项目,

备案制项目。

〈一)审批制的项目。

对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实行审批制。需要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

报告。分为:政府直接投资项目,政府注入资本金项目

1、 政府直接投资项目

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前期论证重点关注的问题如下:

(l〉 项目需求及目标定位

重点从社会经济发展战咯规划角度,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社会需求,评

价项目目标功能定位是否合理。

(2)项 目建设方案

项目建设方案一般包括建设地址选择、占用土地、建筑方案、公用工程等。

(3〉 项目实施方案

(4〉 土地利用与移民安置方案

(5)环境保护措施方案及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保护措施方案通常可包括在项目建设方案之内,而环境影响评价及其报

告则另成体系,由具有专项资质的咨询单位负责编制,并由国家或地方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6〉 投资估算

(7〉 资金筹措方案

(8〉 费用效果分析

(9)社会影响分析

(10)风险分析

2.政府注入资本金项目

政府投入的资金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力。但政府一般不直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



项目投资建设,而是通过授权投资机构或部门组建的具有投资职能的投资公司代

为行使政府财政投资的股权,作为政府投人资本金的出资人代表。

这类项目投资较大可行性研究要求内容复杂。更注重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关

系研究。

(二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l、 企业投资建设属于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范围内的项目,应根据国

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的要求,向投资行政主管部门报送项目核准申请报

告。政府部门不再审批企业投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核准申请报告包括申报单位及项目概况、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

析,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节能方案分析,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

分析,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经济影响分析和社会影响分析 8个部分。

2、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是国家投资主管部门对于外商投资行为从维护经济安全、

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以及市场准入、资

本项目管理等方面审核后,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原审批外商投资项目建议书和

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在改为只核准项目申请报告。

3、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

国家对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

境外投资项目申请报告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同,也与境内投资项目申请

报告有很大差别。该类项目申请报告不要求详细的技术选择分析、财务效益和敏

感性分析等企业决策所需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论证;也不要求满足中国的环境

保护、市场准入等政府法规要求。

政府行政机关不再审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单位可结合自身及项目情

况,决定是否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咨询

l、 备案制的范围

(1)不使用中央政府性资金和地方政府投资

(2)对于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范围外企业投资项目,以及外商投资



和境外投资顼目核准制顼目之外的所有企业投资项目。

(3)其他备案制项目

国家对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其他

项目采用备案制。

2、 备案的内容

一般需要备案的内容如下:①项目法人基本信息,包括股权结构、经营范围、

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②项目名称、项目性质、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及技术标淮,或生产工艺方案及技术来源;③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④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落实情况;⑤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等倩况;⑥拟建

项目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⑦与区域规划、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

情况:⑧资源开发、行业准入等资质证明材料,以及其他有关专业性材料。

一般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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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建筑设计院筒介

海南省建筑设计院始建于 19sz年 ,是海南省住建厅的直属

单位,经过 GO年的发展,现己发展成集规划、建筑、市政、园林、

岩土工程、项目管理及造价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设计企业,也是海南

省内拥有各类国家级注册师最多 (全部在一线工作)的建筑设计院 ,

⒛ 1衽 年通过 IsOgO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

海南省建筑设计院是海南省建筑行业龙头技术企业,正高级职称

8人 ,高级职称 ⒛ 人,中级职称 121人 ,初级职称 117人 ,各类注

册师 Gs人 ,占比 18.zqb,是人力驱动型企业。全院gO%的人从事技术

生产,sqs的人从事技术管理,sqs的人从事行政管理,主要技术骨干均

担任院中高层职务,是技术管理主导型企业,行政队伍精简高效,执

行力强。具有规划、建筑、勘察、市政、人防、园林、室内设计、工

程造价、施工图审查、项目管理等资质和业务,可以全方位承接项目

建设各阶段业务。

在长期市场发展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现场服务优 ,

社会评价好,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关系良好。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履

行职责,对项目实行不同级别的保密制度,近五年 (⒛ 13叼o17)内

无不良经营记录。近年来与中国恒大、万科地产、绿地控股、绿城、

碧桂园、融创中国、中海地产、保利地产、鲁能置业、中粮集团、首

创置业、新世界地产、合景泰富地产、大华集团、和泓地产等房地产

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为业主服务的同时,赢得了我们的声誉



和口碑。

2006年被建设部授予
“
全国建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
;

19"至 ⒛OG年连续 10年被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
“
守合同重

信用单位
” (⒛OG年后停止该项评选活动直至 ⒛11年);⒛ 11年被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
“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⒛ 11年被中国

勘察设计协会评为
“
全国建筑设计行业诚信单位

”;⒛ 12年被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授予
“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先

进集体
”:⒛ 13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

“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先

进 企业
”;zO13年被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评为

“
创新型优秀企业

”
;

⒛15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
“
全国文明单位

”
;⒛ 17

年被中国勘察设计协会评为全国建筑设计行业诚信单位。

⒛Os年至 ⒛OS年之间,获省部级奖项 17项 ,其中一等奖

3项 ,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3项 ,优秀奖 10项 ;⒛ 11年获全国优秀

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三等奖 1项 ,海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二

等奖 2项 ,三等奖 3项;⒛ 13年获海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二等奖 2项 ,三等奖 1项 ;⒛ 15年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

三等奖 1项 ,海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一等奖 1项 ,三等奖 4

项:⒛ 16年获海南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村镇规划类)一等奖 1

项,海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三等奖 2项 :2017年获海南省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三等奖 1项 ;⒛ 18年获海南省优秀工程勘

察设计行业奖二等奖 3项 ,三等奖 4项。



机构与组织

公司名称: 海南省建筑设计院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红城湖路 gB号

电话号码: 0gg8咱58S33g4  传真:OggB咱 58833g4

咦1由阝:  776113030@Q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