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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七月 ， 三川大地万木葱
茏， 生机勃发。

站在昌建 MOCO 新世界 23
楼的办公室里， 俯瞰大庆路以东庆
丰路两侧鳞次栉比的建筑群 ， 周
口市阳光房产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史海阳感慨良多 。 景园盛
世华都 、 汇鑫玖号院 、 党校家属
院、 昌建 MOCO 新世界、 昌建湖
畔国际 ， 这些小区和公寓楼或全
部或部分楼栋的外立面均刻有承

建方 “阳光房产 ” 字样 。 仅此一
段路 ， “阳光房产 ” 就有这么多
作品 ， 放眼中心城区和其他县市
作品更多 ， 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实
实在在的贡献， 史海阳的脸上洋溢
着高兴的神情。

近 5 年来， 周口中心城区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 市民走
出心仪的小区漫步街头 ， 不同建
筑物和构筑物尽收眼底 ， 各显风
韵 ， 路旁 ， 是秀丽怡人的公园游
园； 身边， 是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眼前 ， 是绕城的碧水和穿城的绿
带……这些都是建筑企业的作品，
都凝聚着城建工作者的智慧 ， 凝
结着建筑工人的辛苦与汗水 ， 建
筑企业从业人员劳苦功高。

远眺示范区， 多个建筑工地尽
收眼底， 有的工地塔吊臂摆 ， 施
工正酣 ， 有的工地塔吊伫立 ， 一
动不动 ， 仍没复工 。 史海阳作为
周口市建筑业协会副会长 、 秘书
长 ， 脸上是复杂的神情 ， 他既为
正施工的项目高兴 ， 也为停工的
项目忧愁 ， 毕竟停工是最糟糕的
事情 ， 项目进展不动不说 ， 仅租
赁的建筑周转材料费和保证企业

运转的人工成本就能把建筑企业

拖垮 。 有这种心情的还有周口市
建筑业协会会长 ， 河南省华岩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晓灵。
到去年底， 我市具有资质等级

建筑企业 1000 余家， 施工总承包
一级资质企业仅 7 家， 施工总承包
二级资质 105 家， 施工总承包三级
资质、 专业承包资质及劳务企业占
企业总数将近 90%， 一级企业占全
省一级企业比例仅 1%， 至今没有
一家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这
是我市建筑企业的家底。 周口作为
人口大市、 劳务大市， 当然也是建
筑大市， 面临着建筑企业资质等级
低、 市场竞争力弱的窘境。

史海阳、 赵晓灵掌舵的两家建
筑企业是我市该行业的代表， 他们
目前有一个共同的高兴事： 两家公
司目前都是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企

业， 今年春季申报了一级资质， 上
个月通过了网上审核， 6 月份省住
建厅专家进行了现场核查， 由于硬
件达标今年都有希望通过住建部的

最终评定。
资质升级， 成为一级资质甚至

特级资质， 是众多建筑企业长期的
梦想和追求， 因为施工总承包二级
资质企业及以下三级资质相对普

通 ， 除体量大 、 难度较大的工程
无法承揽之外 ， 在许多工程招投
标过程中发包方习惯把资质较低

的企业排除在外 ， 也就是设置门
槛让低资质企业无法参与竞争 。
低资质企业在本土发展已经不易，
走出去就更难 ， 资质低成为不少
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相比于林州市 （县级市）， 我
市建筑企业的资质确实在低水平徘

徊。 2021年底， 林州市建筑企业突
破 1100 家， 其中施工总承包一级
资质以上企业达到 82 家， 我市仅
有 7家。 渴望资质能够快速突破的
我市建筑企业， 经营发展面临诸多
困难———

人力成本增加。 苦、 脏、 重、

累、 险， 是建筑行业一线的工作特
点。 钢筋工一人一天切断、 成型、
绑扎十几吨钢材； 每层楼混凝土浇
筑时水泥工必须夜以继日作业直到

完工； 瓦工一天垒砌 1800块砖……
工作之苦、 之累可想而知。 随着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就业范围的日益

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员打工优先选择
了工厂及服务业， 尤其 20年前长期
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过的 “建一代”，
现在不愿意让自己的 “建二代” “建
三代” 再去建筑工地挣钱致富。 “目
前， 周口建筑工地力工每人每天工资
在 200元以上， 包吃包住， 即便如此
也经常出现用工荒， 并且一线人员年
龄偏大； 其他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
种， 比如木工， 大多实现计件工资，
每人每天可收入 800~1000元。” 史海
阳对建筑工地的用工状况摇头表示

无奈。
融资贷款困难。 用唇齿相依比

喻建筑企业与房地产企业的关系比

较准确， 近两年来房地产企业普遍
出现不景气的情况， 建筑企业自然
不能独善其身 ， 也陷入了困难境
地， 甚至无法自拔。 为了发展， 到
银行贷款是建筑企业最直接的想

法， 可是基本无功而返， 原因是不
符合银行贷款条件。 “银行业 ‘嫌
贫爱富’， 在他需要揽储或请你开
户时， 他们很会做工作， 可是一旦
你找他贷款， 他会拿很多条条框框
限制你 ， 最终的结果是 ‘条件不
够、 无法放款’。” 经过无数次试验
后， 包括史海阳、 赵晓灵在内的建
筑企业负责人对银行已不存在任何

幻想。
回款困难。 史海阳已有 30 年

的建筑行业工作经历， 其公司成立
逾 40 年 ， 在周口业界声誉颇高 ，
其与众多建筑企业一样面临着 “回
款慢、 回款难” 的问题， 由于 “讨
债” 时而要进行法律诉讼， 这当然
要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建筑企
业属于重资产， 平时垫资严重， 有
时因为发不了工资致使农民工上

访， 这事确有发生。 一旦进入 ‘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 企业无法发展
不说， 乃至影响法人孩子的前途。
上游企业不拨工程款， 下游建筑企
业无技可施 ， 也就开不了工人工
资。” 史海阳对个别工地出现的上
访感到无奈， 理解同行遇到的 “麻
烦事”， 同时呼吁相关部门出台工
程款支付相关政策， 帮助建筑企业
加大清欠力度。

在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下， 目前
我市大约有 50%的建筑企业经营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 。 优化营
商环境 ， 政策扶持 ， 政府部门及
时 “添柴加火 ” 帮助建筑企业渡
过难关 ； 资质升级 ， 相关职能部
门帮助建筑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瓶颈， 以期日后快速发展；
合并合作 ， 抱团取暖 ， 周口建筑
企业也开始了认真思考。

5 月上旬 ， 周口市政府出台
《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 》 ， 文件中 “多形
式 、 差异化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 ” “各银行金融机构对符合国
家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的房地产

和建筑施工企业信贷 ， 给予合理
适度增长 ” 两款内容直接关系建
筑企业 ， 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资
金压力 ， 其他条款也能让建筑企
业间接受惠。

“帮助建筑企业资质升级， 进
而做大做强， 是我们职能部门一贯
重视的工作。 今年初， 我市已成功
晋升一家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企业， 目前又有三家达到一级资质
标准， 晋升工作正在进行， 今年有
望成功， 届时我市的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级企业将达到 11 家。” 周
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市场管

理科科长胡笑宇心情格外急迫。
建筑业是富民强市的优势产

业， 在发展区域经济、 增加地方财
政收入、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提
高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去年 ， 我市建筑业产值 611.79 亿
元， 比上年 554.79 亿元增长明显。
我市建筑业产值体现的是本地建筑

企业的劳动业绩， 不管项目在周口
还是在外地。 建筑业的企业所得税
均在企业注册地缴纳， 这方面林州
市有过人之处， “总部经济” 效应
显著。 2020年， 林州市共完成建筑
业产值 1500 亿元， 完成税收 30 亿
元。 相比较林州市， 我市建筑业成
长空间巨大。 “为了扶持本土企业
做大做强， 对于国有投资项目， 在
同等条件下， 相关部门应优先推荐
本市施工总承包企业作为承包人。”
赵晓灵代表行业协会说出了心声。

临港新城， 开放前沿， 着力打
造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市， 新一届
市委、 市政府为周口中心城市发展
擘画了蓝图， 周口正行进在城镇化
快速发展的大道上。

2021年末周口的城镇化率仅为
43.62%， 远低于全国 64.7%的水平，
今年市 “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
定下 “2022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 2 个百分点左右 ” 的目标预
期， 这些都说明周口房地产业和建
筑业大有可为， 前景美好。

发展周口， 时不我待！ 建设周
口， 舍我其谁？

功成不必在我， 这是周口建筑
企业的秉性和精神境界； 功成必定
有我， 这是周口建筑企业的豪情和
责任担当。

奔跑吧 ， 周口建筑企业 ， 前
面有你们的 “诗和远方”！

多措并施惠企纾困

周口建筑企业勇毅前行向未来

宣传房产新政 激发市场活力 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周 口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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