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发展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也是中央和社会对企
业的要求！

中建五局旗帜鲜明地提出：守好“生命”线，将“安全
发展”的要求融入血液，确保施工安全、政治安全。

2017 年，中建五局坚决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上级
要求，严格规范企业生产经营，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全局没有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为中建五局加
快发展、提质发展提供了重大保障：

中建五局全年 18 个项目被评为全国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增长 20%；1 个项目首次获得
交通运输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冠名的“平安工程”荣誉：
122 个项目获得省级安全文明工地， 占在建项目的
18.3%，同比增加了 15%。

2017 年，中建五局将党的建设列入“十三五”规划，
将党建要求写进企业管理文件，完成局和 8 家二级法人
公司章程的修订；明确全面从严治党 36 项重点工作、92
个任务事项， 二三级单位“党政一肩挑” 提升到 70%、
56%；全年建立“陈超英廉洁文化示范点”104 个，开展党

规党纪教育活动 1200 余场次，覆盖人员 2 万人次；构建
了综合管理巡视督察、“两类项目”综合监察、“飞行监察”
等多维、多点的立体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

狠抓“两个责任”的落实，坚持“三个前置”，强化“四
个意识”，中建五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内部生态环
境，打造了“用业绩诠释忠诚、用实干赢得尊重、用阳光破
解设防、用严管证明干净”的领导干部团队。 企业风清、
气正，员工心齐、劲足。

2017年，中建五局各项工作方向正确、依法合规经营，
牢牢守住了安全运营底线； 完善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识别重大风险 557个；法务管理
体系初步建立，风险防控向全面覆盖、全员参与升级。

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新提升、新作为。
用新思想引领新实践， 用发展和业绩接受历史的检

验、员工的检验、发展的检验，这是五局人的担当。
2017 年，中建五局获鲁班奖 3 个、国优奖 2 个；国家

级专业工程奖 11 个、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2 个；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4 人、省部级“劳动模范”3 人等，产品品
质、发展质量获广泛认可。

2018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中建五局将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以全面从
严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企，以“系统提升年”为主题，继续
砥砺前行，为实现“千亿五局、两个排头”目标，将五局打
造为全国一流、社会尊敬、员工自豪的现代化投资建设集
团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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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建五局基建营业收入占比 40%，提前
实现“十三五”“541”结构优化目标；从事基础设施人员
占比 33.13%，同比增长 2.7%……国企改革、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将中建五局推向了创新发展的风口。

借助投资“第一引擎”作用，中建五局以建设美丽中
国、拓展幸福空间为使命，聚焦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综合
管廊、棚户区改造、特色小镇、城市停车场等新型城镇化
建设领域，相继拓展一批 PPP 项目。

其中有五局首单城市片区综合开发项目———投资
额 160 亿元的常德桃花源片区开发项目， 中建系统内
首个公共停车场项目———赣州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场
PPP 建设项目等。

在资产运营方面， 中建五局成立了中建首家管廊
运营专业公司———“湖南中建管廊运营有限公司”，接
手长沙管廊 300 米示范段运维， 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
智慧管廊运维项目；在建筑工业化方面，中建科技湖南
公司地铁管片、PC 构件、 城市管廊三大业务均产出顺
利，中建科技深汕、中建科技长春、中建科技青岛等 3
个装配式建筑 PC 厂入股正有序推进， 拓展建筑工业
化市场。

除此之外，中建五局通过深入推进“晒成本”活动，

持续提升创效水平；1023 个项目 100%准确应用综合
项目管理系统，352 个项目实现在线支付审批， 在建项
目上线率 45.78%； 将合约法务部分立为商务管理部与
法律事务部，实现全局法律事务体系化管理；局设置设
计管理部，并成立中建五局设计院，打造全产业链条。

到 2017 年底， 中建五局完成投资额超 140 亿元，
新拓展 PPP 项目 40 个；

地产销售超 100 亿元大关，获取 7 宗土地，新增土
地储备超 300 万平方米，完成全年指标 207%，继湖南、
山东市场后，实现重庆区域新突破。

成功发行局首单资产证券化———应收账款 ABS，
金额 15.21 亿元；

被多家总行级客户信用评级定为 AAA 等级，获中
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续评 AAA等级。

2017 年 11 月，中建五局主办“与城市共生长”2017
城市运营高峰论坛暨产城融合产业联盟大会，知名产业
地产专家、 科教文卫等多领域的产业方及 200 多位来
自政府、学界、商界、媒体的精英，共同探讨城市运营与
发展中的战略、方向、技术性问题。

中建五局由“房地产开发商”向“城市运营商”转型
的大幕正式开启！

新世纪以来，中建五局持续保持快速
发展， 到 2016 年底合同规模登上 2000
亿元高位。

面对成绩， 中建五局清醒地认识到：
发展还不充分，还存在结构性矛盾。 为此
局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勇在 2017 年初工
作会上提出：加快发展、扩大规模仍是目
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第一要
务。

如何实现高位平台的再增长？
中建五局紧跟国家投资、发展与改革

方向，抢抓“PPP 万亿盛宴”，锁定 PPP、基
础设施业务、片区开发项目；按照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和总公司“大海外”发展战
略，大力开拓海外业务；房建业务则坚持
发展速度不能降的原则， 聚焦高端项目、
高端市场、高端业主。

2017 年初，中建五局提出打造“投资
过百亿、地产销售过百亿、区域过百亿”等
多个“百亿工程”。 这些目标，都通过责任
状的形式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

在市场拓展上，允许相邻区域单位有
条件互进准入；试点优质服务主体随战略
客户的跨区域经营；试行内部总包单位以
自行拿地形式参股地产开发等等，通过有
序引入内部竞争机制，激发全局开拓市场
激情。 谋划海外市场，先后召开“‘十三五’
海外业务发展动员会”、 海外业务工作座
谈会、第 15 期领导干部学习班，明确提出
海外“发展战略优先谋划、支持政策优先
制定、资源投入优先保证、存在困难优先
解决、经营业绩优先计算、海外人才优先
使用”的“六个优先”，大力推动海外经营。

除此外， 中建五局实施分级督导，推
行战略客户诉求处理追责，定期召开战略
客户管理专题会，不断顺畅客户服务快速
反应机制。 重点工程履约顺利：342 米的
深湾 T7 提前 50 天全面封顶， 徐州地铁
彭城广场 2 号线车站实现全线首座盖挖、
换乘车站封顶，长沙地铁 5 号线三一大道
站实现全线首个主体结构封顶，阿尔及利
亚南北高速 S2 段提前通车等等， 现场有
力支撑了市场。

全局基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56%，
房建合同额同比增长 25%，战略客户合同
额同比增长 12%； 海外市场同比增长
38.5%， 位居总公司海外经营业绩考核排
名第三；百亿区域达到 10 个，较 2016 年
增加 5 个。

获批公路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含设
计甲级资质），正式进入“三特三甲”序列，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取得市政特级，为多层
级、多平台投资、建设超大特基础设施项
目夯实基础。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专题
党课中，五局响亮地提出：用发展的业绩，
检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成效。

靳晴 唐艳

2017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中建五局全年中标额突破

3000 亿元、营业额突破 1000 亿元，
合同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主要
经济指标与上年同比均实现 20%增
长；

经营结构持续优化： 基础设施
合同额突破 800 亿元， 新签海外业
务合同额超 50 亿元；

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资产总额
突破 1000 亿元，累计投资合同额突
破 3000 亿元；中建三甲、湖南三强
地位继续稳固， 成功跻身全国千亿
级建筑企业之列！

中建五局以加快发展、 提质发
展、安全发展的优异业绩，向党、向
时代、 向人民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
卷！

2017 年 4 月，中建五局在长沙
成立湖南中建管廊运营有限公司
（简称湖南中建管廊）， 是中建系统
成立的首家管廊运营公司。

中建五局目前体量最大的特色小镇项目：江西赣州
市南康家居小镇 PPP 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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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五局承建中建系统第一个大型水利项目———江西赣江井冈山航电枢纽工程与九江港彭泽港区红光作业区综
合枢纽码头一期工程 PPP 项目。

加快发展，高位平台再增长

提质发展，创新成不竭动力

安全发展，发挥国企政治优势

做好时代的“答卷人”
———中建五局 2017年发展纪实

中建五局 2017 年主要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接受历史、员工、发展的检验，交上了优秀的成绩单。

中建五局埃及新行政首都项目， 建筑高度 100 米，
合同额约 10.86 亿元(效果图)。

(本版照片均由中建五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