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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 国家颁布多项政策促进建
筑业发展，PPP 模式随之兴起。 一场超过
10 万亿元的投资盛宴随之展开。

新市场，新模式、新策略。
早在 2014 年下半年，中建五局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勇就提出了“产业联动，投资
牵引；专业支撑，做深做透；固本强基，重在
提质；创新驱动，持续发展”的 32 字工作方
针作为五局的发展路径。 通过投资拉动

“造”项目与公招市场“拿”项目并重，推动
房建、基建、投资三大主营业务联动发展，
良性互动。

2015 年和 2016 年， 中建五局抢抓机
遇窗口期，开展织网行动、敏捷行动、阳光
行动，抢割 PPP“头茬韭菜”，和湖南省政府

及湖南省全部 14 个市州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收获了一大批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综合
管廊、海绵城市等基础设施 PPP 项目。截至
今年 12 月底， 中建五局承揽工程 2000 亿
元，迎来了“井喷式”发展。 发展投资牵引带
动合同额 800 亿元以上，贡献巨大。

从长沙地铁 4 号线开始， 中建五局从
原来的单一施工进入转型到投资带动施工
总承包，既是投资者，又是建设者；以刚刚
中标的 211 亿元重庆九龙湾地铁项目为标

志， 五局又开启国内投资建设运营地铁项
目的 PPP 新模式。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建隧道的挂牌成立必将开启新征

程，创造中建五局和中国建筑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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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国家三线建设如火如荼。
在贵州遵义崇山峻岭中， 中建五局承建
061、062 国家国防工程， 用 5 年时间完
成了大体积地下空间设施， 成为五局基
础设施建设的开山之作。

半个多世纪来， 无论是计划经济时
期还是市场经济环境下， 中建五局始终
充当国家建设主力军， 冲在基础设施建
设最前沿：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承建“江西第一
路”的“昌九”高速公路，到世界上首条穿
越高寒地区的哈大高铁， 到世界海拔最
高的川藏公路雀儿山隧道， 到深圳地铁
9 号线、长沙地铁 4 号线、5 号线，五局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断升级， 规模不断
扩大。据统计：五局高速公路建设总里程
达 1300 公里， 高铁施工总里程 400 公
里（单线）， 地铁建设总里程 200 多公
里，桥梁总长度 256 公里。

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波澜壮阔的改
革大潮中，从房建、地产的黄金时期到基
础设施建设的春天， 中建五局一次次把
握时代脉搏，敏捷行动，转型升级，实现
了企业的可持续健康科学发展。

2003 年，首次提出将“基础设施建
设”与“房屋建筑施工”、“房地产与投资”
并行，作为三大主营板块打造；

2006 年，中建五局整合已有基础设
施业务，正式挂牌成立隧道公司，成为中
建五局基础设施板块的一支主力军。

十年来，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出台，中建五局
迎来巨大发展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营规模由 1999 年的不到 16 亿元猛
增至 2016 年的 2000 多亿元，基础设施
业务占比由 2006 年的 14.56%， 提升至
31.35%。

尤其是今年，截止 12 月，承揽基础
设施业务 900 亿元，新签合同额 550 亿
元，同比增长 72%，占比 30%，均创历史
新高。 基础设施业务已然成为五局超车
的“助推器”。 隧道公司也从成立时不到
100 人，发展到 1960 多人，经营规模从
几百万元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亿元。

十年间，在深厚传承基础上，五局与
时俱进，不断创新，培育出隧道施工的专
业优势，尤其是长大隧道施工、复杂地质
条件城市及山岭隧道施工、 盾构地铁施
工经验和施工能力， 综合隧道施工技术
和装备水平在行业处于先进水平。 今年
11 月 11 日， 五局承办的国内首次地铁
绿色建造发展论坛在长沙地铁 4 号线举
办，七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出席，昭示着中
建五局地铁绿色建造水平位居行业前
沿。

进入“十三五”，中建五局提出“两个
排头”（中建系统基础设施业务与海外业
务的排头兵）。 中建隧道的挂牌成立，恰
逢其时，正当其时，必将为五局和中国建
筑基础设施业务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进入“新常态”，随着城市化大力推进，
基础设施业务迅猛发展， 中建五局这支基
础设施领域的“老兵”，抓住了城市轨道交
通“新市场”的巨大机遇。

进入新市场和新业务领域，“人的因素
第一”。 匹配转型升级、结构攻坚，加快基础
设施队伍建设， 推动人才队伍结构优化摆
在了议事日程。 中建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勇提出“引进一批、转型一批、培养一批”
的“三个一批”的人才结构优化举措。

中建隧道盾构分公司总工程师钟志全

就是中建五局引进的专业技术人才之一。
这个具有 12 年盾构施工经验的“老盾构”，
成了五局“带压换刀”、“先隧后站”、“钢套筒
接收”技术的第一人。 几年来，中建五局引
进铁路和地铁施工专业人才近千人。 成为
五局发展基础设施业务的主力军。

对于外部成熟人才的引进原则，中建隧
道公司总经理黄毅翔说：引进专业人才，不
但要看他们过硬的技术能力，更要看他们踏
实肯干的“软实力”。

为了吸引更多成熟人才，2015 年隧道

公司定人、定指标，特设“伯乐奖”，奖励引
进优秀人才的内部员工。 光是钟志全引荐
的人才就有 12 名之多，包括盾构分公司副
总经理徐长胜、深圳地铁 9 号线 9111 项目
经理罗德静。

中建隧道盾构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夏一
夫说：“为培养和引进盾构人才， 盾构分公
司花的钱 500 万元都不止！ ”

盾构分公司总会计师蔡锦义说：“2013
年第一批进入五局盾构分公司的新员工，
留得下来、坚持得下去，如今个个都当起了

老师，成了顶梁柱。 ”
引进人才不仅是生产经营的骨干，同时

也是现成的专业老师。仅深圳地铁一个项目
就为南宁地铁、 徐州地铁输出项目经理 1
人，总工 2 人，生产经理等 3 人，部门负责
人 4 人。

据中建五局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经
理周虹波统计：截至发稿时，中建五局在储
备基础设施人才 1200 余人。 仅中建隧道公
司就从外部引进 37 名成熟的技术管理人
才，这些人又带出了 200 多人。

几年间， 隧道公司还向土木公司、 三公
司、广东公司等单位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为
五局基础设施业务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与时代同行，
转型升级谋发展 “三个一批”，打造基建铁军

今年 9 月 28 日，在重庆溉澜溪，重庆
市长黄奇帆宣布投资 211 亿元的重庆轨道
交通 9 号线一期工程 PPP 项目正式开工。
这个由中国建筑承建的目前最大体量城市
轨道 PPP 项目，由中建五局投资建设，中建
隧道具体负责施工。

中建五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勇表示：
中建五局以现场支撑市场， 以品质赢得业
主，以信誉拓展市场，重庆地铁 9 号线的承
接就是最好证明。

中建五局在轨道交通施工领域创造了
一个个奇迹。“啃”下一批批“高、大、精、尖”

重、难点工程。
2007 年，首次涉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承建小什字车站， 中建五局在业内首次利
用内岩理论、 回旋开挖技术和超大断面整
体衬砌台车取得成功；

2013 年， 中建五局承建第一个城市轨
道工程———深圳地铁 9 号线项目， 攻坚施
工难度最大的深圳地铁人民南站， 创造地
铁施工的“深圳速度”；

在南宁地铁 2 号线，8 天完成组装具备
盾构始发条件，一月三个盾构区间洞通，创
造“南宁速度”；

在长沙地铁 4 号线，12 天选址建家，
150 天全面开工，连续 2 个季度囊括“轨道
杯” 检查 10 个 A，2 台盾构机同时始发，打
造了长沙地铁新标杆；

在被称为“地质博物馆”中梁山脉等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隧道施工，五局人攻克
了浅埋偏压、 煤系瓦斯地层、 采空区、高
压涌水、溶洞、石膏岩等软弱地层施工难
题；

……
过硬的现场拓展出广阔的市场。

攻坚克难，现场铸就品牌

投资牵引，创新发展模式

———写在中建隧道挂牌成立之际

靳晴 宋志娟 叶一乐

2016 年 12 月 28 日，山城重庆，在
中建总公司战略部署下，由中建股份、中
建五局共同出资， 在中建五局隧道公司
基础上组建的中建隧道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简称中建隧道）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贯彻落实中建总公司发展战略
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中国建筑和中建
五局转型升级的关键性措施， 必将对中
国建筑和中建五局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
的影响。

中建隧道的挂牌成立， 折射出中建
五局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

隧
道
公
司
获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状

今年 6 月 25 日，中建“信和八号”盾构
机在长沙地铁 4 号线一标工程汉王陵公园
站实现盾构始发。

深圳地铁 9 号线人民南站。

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辽河 2 号特大桥。 (本版图片由中建五局提供)� 版式设计：唐瑾

川藏北线 317 国道雀儿山隧道———隧
道全长约 7081m， 世界上第一座海拔
4300m 以上超特长公路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