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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
翻开成立才一年的湖南省交通水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湖南交水建集团）前
3个季度的成绩单，亮点频频———

今年 1 至 9 月， 集团承接业务量已达
367亿元，全年将突破 400亿元。

一年来，集团从无到有、从平稳起步到
昂首阔步，肩负起强交通、兴水利的使命，
顺应市场、抢抓机遇、内强管控、外拓经营，
中标平益高速等一大批优质项目。

一年来，集团坚持以党的建设为核心，
以改革引领发展，以创新激发活力，集团核
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一年来， 全体交水建人始终以奔跑的
姿态，朝着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交通
水利产业投建运营集团的梦想前行。 集团
领导风尘仆仆跑市场、揽业务、谈合作，足
迹踏遍大江南北；一线员工在项目上出力、
流汗，为企业发展贡献智慧与汗水。

“因梦想，因奋斗，有机会，一切美好的
东西就能够创造出来， 这是湖南交水建集
团的潜力所在。 ”回顾一年来的征程，湖南
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方联民深有
感慨地说，在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正
确领导与关怀下，集团承载着“湖南国资国
企改革标杆企业”的厚望，承载着湖南交通
水利产业新一轮腾飞的担当， 承载着集团
万余名干部职工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
实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交通水利产业
投建运营集团”的梦想！ 不断开拓进取，企
业发展的原动力蓬勃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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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
在改革中砥砺前行

发展的脚步，总在跨越艰难险阻、寻求改
革突破中愈发坚实。

2016年 9月 8日，由湖南路桥等 10 家企
业联合组建的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湖南交水建集团”）正式成立。旨在
通过强力整合省属交通、 水利企业核心资源，
发挥“投融资与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资源
整合与创新发展”三大职能，打造国内领先、世
界一流的交通水利产业投建运营集团。

新成立的湖南交水建集团是由省政府投
资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金 100 亿元，企
业总资产 200 多亿元。 旗下 10 家企业分别
是：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
院、湖南交通国际经济工程合作公司、湖南尚
上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湖南环达公路桥梁建设
总公司；湖南省航务勘察设计研究院、湖南省
疏浚有限公司、湖南省航务工程公司、湖南省
水利电力工程建设监理咨询公司。

据了解，集团的使命是“强交通畅行天下，
兴水利润泽四方”，愿景是“国内领先、世界一
流的交通水利产业投建运营集团”，定位是“交
通水利产业‘投建运’一体化服务商”。 其中，
“投”是指“投融资与金融服务平台功能”，集团
通过创设基金、发行债券、定向增发等方式，完
成交通水利工程项目的融资和金融服务；“建”
是指“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功能”，集团作为总协
调或者总承办商，整合各方资源完成交通水利
项目的建设、优化和升级；“运”是指“资源整合
创新发展平台功能”，集团将交通、水利、投融
资和规划设计类资产进行重组盘活，实现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

同时，集团确定了“科研设计、投资融资、
施工建设、运营维护、装备物流‘五位一体’的
全产业链”运作战略，明确了 8 大核心业务板
块，即科研设计、交通建设投资、水利建设投
资、市政建设投资、地产建设投资、金融服务、
装备物流和海外业务。

作为在湖南国企改革中应运而生的湖南交
水建集团，改革是企业的根和魂。 方联民说：“只
有不断深化改革，敢‘啃硬骨头’，才能更好地承
载‘湖南国资国企改革标杆企业’的发展使命。 ”

集团从强基固本出发，构筑了完备的制度
体系，并以上带下、以点促面在所属企业延伸
推广，“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激励问责”三位一
体的管控体系逐步在全集团铺开，财务“八项
统筹”稳步推进并取得实质进展，资金结算中
心也已经正式启动。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周
雄飞介绍，集团挂牌成立以来，集团上下团结一
心，拧成一股绳，顾大局，讲奉献，谋发展干实事
的氛围非常浓。 对标央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科学建设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工
作机构，推动领导干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在资源整合上坚持“内外双修”，以湖南路
桥隧道分公司与尚上公司的整合为起点，开辟
了一条内部资源重组之路，今年 8月 8 日实现
湖南路桥十分公司与湖南交通国际经济工程
合作公司的合并重组；外部大胆探索并购重组
之路，吸收产业链上的优质企业，成功划转了
湖南水利水电施工公司、 海安公司等国企资

源， 并计划年内进一步做强水利板块力量，推
动业务板块的优化。

大力推进集团所属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
6 户所属企业的清产核资、工商登记工作均提
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改制企业的历史遗留问
题得到进一步梳理，依法依规推进“僵尸企业”
处置，全面启动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

“整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深化改革做强、
做优、做大交水建集团才是目的！”湖南交水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表示，集团还将
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让交水建集
团在改革中永葆活力。

规模效益为先
集成效应赢得市场“回响”

质量和效益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检验改
革成效的试金石。

市场唯大，开拓为先。
9 月 26 日，由湖南交水建集团牵头，与三

家省属国企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中标平益高速
公路 BOT 项目， 项目估算总投资 201.49 亿
元。 这一成绩单，也是湖南交水建集团成立一
周年即兑现了决策层的郑重承诺。

一年来，湖南交水建集团不断拓展业务市
场的广度和深度，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五位一
体”全产业链和“八大核心业务板块”的集成优
势得到更全面的释放，集团生产经营赢在了起
跑线，截至 9月底，承接业务 367亿元，实现营
收 110亿元，利润 2.1亿元。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建
华介绍，集团成立后，结束所属企业“各自为
战”的局面，建立“统一战线”，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和政府政策扶持有机结合，经济实力与品牌
优势有机结合，内部完善管理与外部规模经济
有机结合，少数管理、技术人员与全体职工有
机结合。 在四个“有机结合”的科学支配下，集
团整体投入市场，使全产业链的集成优势得到
最全面的释放。 随着下半年靖黎高速、城陵矶
高速、宁韶高速、江背至干杉高速、官新高速、
武冈市城乡供水一体化、环洞庭湖综合治理等
一系列项目的陆续开建，集团的承接业务量必
将突破 400 亿元，大大超过年初目标，为集团
下一步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当初通过整合重
组，成立湖南交水建集团，就是希望集团能全
面集聚各企业的技术、业务、资质、市场、人才、
品牌等优势，提高企业集成能力，把整合的效
应释放到最大。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十指握成拳”的集成
效应和综合实力得到了市场的“回响”。

湖南交水建集团不断深化本土优势，集中
精力抓省内重点工程，省内市场捷报频频。 集
团旗下的湖南路桥今年承接业务量有望突破
200亿元大关；集团跟进的一批省“十三五”重
点项目均有望中标。 省外市场同样精彩不断，
集团通过推广复制“外省办事处”经营模式，相
继在广西、安徽、吉林、甘肃、海南中标新的项
目，中标额已达 40亿元。

走出国门，争锋海外。 湖南交水建集团积
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湖南“湘企出
海”战略，业务辐射亚、非、拉美近 20 个国家，
上半年新中标项目 5 个，中标额 11.2 亿元，目

前集团正积极争取省政府驻非洲国家商务代
表处和集团海外办事处合署办公，海外市场将
走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

业务形态上， 湖南交水建集团“多点开
花”。 在聚焦主营业务，稳住交通、水利板块重
心的同时，进军综合管廊、海绵城市、两房两
棚、两供两治、城镇化建设、政府公共产品等新
兴业态领域。集团搭乘“湖南智造”这辆高速列
车， 充分挖掘和释放磁浮产业的巨大潜能，由
交通设计院参与设计的张家界旅游观光磁浮
专线项目、 长株潭磁浮项目， 受到张家界、湘
潭、株洲各级领导高度肯定，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 目前，集团积极参与组建湖南省磁浮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抢占巨大的磁浮市场。

在巩固传统业务主体地位的同时，向投资
业务领域“开疆辟土”，大力推进 PPP、BOT、
EPC等项目。 成立了基金管理、保险经纪等金
融类公司，获批发行 50亿元“交通投资发展基
金”，作为集团投资业务的强力支撑。

合作共赢，互利共生。一年来，湖南交水建
集团与广西北海、浙江奉化、张家界、永州、望
城区以及中国中铁、浙江建投等近 20 个政府
或大型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多
方位的合资合作。

对湖南交水建而言，共奏湘江曲，大手笔布
局，不只是新增长点，更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启。

党建工作为魂
凝心聚力谋新篇

“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
和依靠力量，作为一个由 10 家企业整合重组
的集团，加强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及人才
队伍建设尤为重要。 从组建开始，集团就坚持
以党建工作为魂，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集团的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通过加强党建工作，
提升集团的凝聚力，为企业发展增添活力与竞
争力。”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周雄飞表示，一年来，集团牢牢牵住党建这个
“牛鼻子”，强化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
作用，为集团发展培根铸魂。

注重优秀党建经验的积累，湖南路桥“三
同步”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按“五化”标准建设
基层党支部、农民工党员“四同三比”管理模
式、“党旗异域红”等特色党建经验和成果在全
集团推广，集团党建水平不断提升。

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湖南交
水建集团坚持市场开拓与党的组织建设同步
开展，“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集团实
现了企业党组织的全覆盖，并壮大了纪检监审

组织力量，配强了党建与纪检监审力量。
集团党委强化主体责任， 与所属各企业

党委（总支）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集团纪委强化监督
责任，从严从紧纠治“四风”，查出一批，处理
一批，营造了集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政治生态。

不空谈，不浮夸，真抓实干提升执行力。
湖南交水建集团着力把好干部任用关， 做到
“赛场竞马”选人才，形成了风清气正的干事
创业环境。

做大，靠战略；做优，靠管理；做强，靠文
化。 文化，已经成为推进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
驱动力。

湖南交水建集团成立伊始，就注重文化引
领，文化育人。 先进的企业文化让湖南交水建
人在思想上同心同德、 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
行动上同心同行。

促进文化融合，集团加强平台建设，打造
了“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宣传模式，《交水
建》报、微信公众号、集团官网“三箭齐发”，成
为集团人员思想、业务交流的新阵地。

加强企业员工认同感、归属感，着力做好
“面子”和“里子”两手文章。 在“面子”上树形
象，打造了统一的 VI形象识别系统，并在施工
现场、办公场所、生活区域实现了全覆盖，所属
各企业深深地打上了集团文化的烙印；在“里
子”上注重工作交流，集团上线的 OA 系统快
速加强了总部与所属单位的线上工作交流，打
破时间和地点的局限性。

促进人员融合， 集团在组织团体活动、构
建组织机构上精准发力。成功举办了省国资委
系统“交水建杯”羽毛球比赛，参加了省直篮球
赛、足球赛，集团党委开展了“伟人故里韶山
行”活动，大家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收获了友
谊、增强了凝聚力。

把支部建在项目上， 把党旗插在工地上，
湖南交水建集团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服务项
目员工、凝聚人心、促进生产的目的，实现党建
工作与生产经营节奏合拍，同频共振。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这给了我们
极大的鼓舞， 湖南交水建集团将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引，在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领导
下，胸怀梦想，不忘初心，向着‘国内领先，世界
一流的交通水利产业投建运营集团’ 宏伟目标
奋勇前行。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方联民坚定地说。

湘江潮涌，千年不息。 生机勃勃的湖南交
水建集团，阔步迈进新时代。

构建“投建运”一体化新格局
——— 湖南交水建集团改革发展纪实

湖南交水建集团主要领导方联民（左三）、周雄飞（右二）、
胡建华（左二）在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检查工作。

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旗下企业湖南路
桥、 湖南交通设计院牵头建设的醴 （陵）
（湘）潭高速，是沪昆高速从江西进入湖南
的第一段， 为省内第一条由企业投资建设
的高速公路， 按 BOT 模式建设，2007 年-
2017 年，醴潭高速通车运营十周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提供）长龙卧洞庭 徐典波 摄

湖南首座五塔斜拉桥———常德沅水四桥，由湖南交水建集团设计、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