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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8 日， 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所
属企业湖南路桥、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
计院等联合完成的《山区大跨度悬索桥设
计与施工技术创新及应用》 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这是对交水建集团依靠技术
创新树品牌，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好
注脚。

“创新，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
力。 湖南交水建集团始终把创新因子融入
企业各项工作之中，用技术创新树品牌、优
质量、拓市场、促发展，并不断实现自我超
越。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
联民对省委提出的“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有着深刻的思考。

据介绍，《山区大跨度悬索桥设计与施
工技术创新及应用》 项目提出塔—梁分离
式悬索桥新结构， 为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
一种极具竞争力的新桥型方案，首创的“轨
索滑移法”悬索桥主梁架设新工艺，被世界
公认为悬索桥加劲梁架设的第 4 种方法，
研发悬索式现场风观测新装备， 破解了深
切峡谷桥梁工程现场风观测难题， 发明的
新型“CFRP-RPC”高性能岩锚体系，解决
了传统预应力岩锚体系地下埋深大和耐久
性不足的问题。 该项目整体达国际领先水
平，成果应用于矮寨大桥、张家界大峡谷玻
璃桥等工程， 创造性地破解了山区大跨度
悬索桥的技术难题，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山
区交通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桥梁科技进步，

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科技创新是创建精品工程的强大支撑，

湖南交水建集团大力实施科技兴企战略，注
重科技创新引领，达到了技术强劲、实力明
显的竞争优势。 加强科技攻关，促进科技成
果产业转化，全年科研立项 50 多项，获科
技类、建设类奖项 44 项，新增专利、工法 60
项。 湖南路桥施工的矮寨大桥、荆岳长江大
桥、福元路大桥等项目荣获李春奖、鲁班奖
和国家优质工程奖； 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
成为世界第二、国内第一大跨径钢桁梁悬
索桥，将于月底通车。 交通科研院参与监
理的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荣获国家优质
工程奖。 交通设计院 BIM 技术已覆
盖规划、桥梁、市政、水运、隧道、建筑
等专业。 航务设计院船闸改造工程
通航水流流态技术研究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创新，关键在人才。 交
水建集团始终坚持人才优
先战略， 打造了结构合理、
实力强劲的人才梯
队。 着重培养“狮子
型”人才，打造“金字

塔” 型一流团队， 总部开办各类培训班 31
次， 组织开展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 848
人。 涌现出一大批行业领军人物，打造了一
支精通工程管理、坚持诚信经营的项目经理
队伍，专业技术齐全、素质较高、熟练掌握各
种操作技能的施工队伍。

湖南交水建集团还积极瞄准交通、水利
等领域的新业务新技术， 抢占新兴市场先
机。 积极参加湖南省磁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组建，深入开展磁浮发展规划研究，大
力开展磁浮技术课题研发； 着力开拓综合

管廊、海绵城市、城市黑臭水体等新兴业务
技术的研究；创新“发展智慧交通”、洞庭湖
生态环保整治等新技术、新举措，抢抓新业
务、新市场、新机遇。

“成绩只代表过去，未来的发展，我们更
有信心。2018 年，集团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创新驱动、开放崛起
战略，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看
齐、学习，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实现新作
为。 ”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
坚定地说。

创新驱动开新局
———湖南交水建集团改革发展纪实

向慧琴 李楠

新年伊始，喜讯传来。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湖南省交通

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全
线飘红， 全年承接业务 342.29 亿元，
同比增长 129.68%；实现营收 200.52
亿元，同比增长 39.43%；实现利税 8.6
亿元，同比增长 46.7%，年初制定的生
产经营“三大目标”全部超额完成，集团
发展质量和品牌效应显著提升， 迅速发
展为湖南交通水利建设的龙头企业。

除了最有说服力的经济数据， 还有
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殊荣属于全体交水建
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优质工
程奖”“全国文明单位”，湖南省“安全生
产工作优秀单位”“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十大平安企业”， 省属监管企业党建和
党风廉洁建设考核中名列前茅……

2017，湖南交水建人走过了不平凡
的足迹，每一步，都铿锵有力！

整合重组才一年多时间， 为何能取
得如此骄人业绩？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方联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坚强领导， 省交通
厅、 省水利厅等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得益于集团坚持党建引领、创
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内强管控， 外拓经
营，实现了集团发展“一盘棋”的新格局；
得益于集团上下全体员工同心同德、不
断创新、奋勇前行。

作为湖南不断深化国企改革的成果，
湖南交水建集团成立伊始就承载着“湖南
国资国企改革标杆企业” 的发展使命。
10 家企业形式上的整合不难，但如何“十
指成拳”、 真正实现集团融合发展“一盘
棋”的新格局，却考量着集团领导班子的
智慧。

“抓党建、促发展！ ”交水建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周雄飞表示，一年来，集
团始终坚持“以党建为魂”，发挥国有企业
的独特优势，强化党的建设，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增强了全集团干部职工的凝聚
力与向心力， 全体交水建人思想同心、行
动同向、步伐同调，为集团发展培根铸魂。

健全组织机构，夯实发展基础。 交水
建集团党委要求“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
党旗插在工地上”，用两个月时间，做到了
所有二级单位均成立了党委，三级单位成
立了党总支，各项目部成立党支部或党小
组，同时均配齐了党委（总支、支部）书记，
确保了党建工作紧贴集团生产经营实际，
坚持市场开拓与党的组织建设同步开展，
把支部建在项目工地上，将党建工作转化
为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的优势。

集团各企业根据各自实际与特色，打
造党建品牌，团结发展力量。 湖南路桥“党
旗异域红”和农民工党员“四同三比”管理
模式、交通设计院的“创建文明单位”、尚
上公司精细化管理、国合公司精品主题党
日打造、常德四桥支部标准化建设各具特
色。 湖南路桥在 2017 年全省国企基层党
建工作会上做经验交流，交通设计院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

抓党建、带队伍、促发展，党建引领为
集团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组织与
政治保证， 集团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局
面，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湖南交水建集团在 2017 年省属监管
企业党建和党风廉洁建设考核中名列前
茅。

重组整合“十指成拳”，企业规模是上来
了，但企业效益与质量却需要市场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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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

交水建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胡建
华介绍， 集团成立之初， 就明确了管理创
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四轮驱
动”发展思路，带动了主业规模与企业效益
的大幅提升，2017 年全年承接业务 342.29

亿元，同比增长 129.68%，实现营收 200.52
亿元， 同比增长 39.43%； 实现利税 8.6 亿
元，同比增长 46.7%。

靓丽的经营数据背后，浸透着全体交水
建人的心血与汗水，也证明了整组整合的集
成效应和综合实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面对
省委、省政府的期许，湖南交水建人交出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交水建集团实现管
控全覆盖。 搭管理“架子”，定行为“规矩”，
颁布试行的 56 项管理制度，基本形成了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激励问责“三位一体”管
控体系。“通脉络”提升工作效能，指导督促
集团所属企业对标集团制度建设，在优化成
本管控、提升项目盈利、统一绩效考核、强化
内部审计等方面取得实效，明确了全面推行

“自主经营”、防止“联营外包”的项目管控要
求。 稳步推进财务“八项统筹”，成立资金结
算中心，初步实现了集团财务工作一体化。
成功上线了 OA 办公系统，实现了集团办公
无纸化、一体化；集团管理信息化应用程度
提升、效率提升。

紧紧围绕省国资委深化改革五项部署要
求， 完成了对旗下 6 户二级、3 户三级全民
所有制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和工商变更登记
工作， 建立和完善了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 压缩层级 5 户，减少法人 11 户，超目标
完成“压减”任务。“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已
开启财政资金补贴申报阶段，取得实质性进
展。 大力推进所属企业去杠杆、止亏损，成
功实现了尚上公司的扭亏增盈。 推动资产
证券化前期工作，制定了以醴潭高速 40 亿
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方案，湖南
路桥成功入选 2017 年湖南省上市后备资
源库企业。

集团对内集成优势资源，加快板块整合
重组，完成了尚上公司与路桥隧道分公司、
交通国合与路桥十分公司的整合重组，迅
速做强了交通施工板块； 完成了疏浚公司
与路桥四分公司的整并重组，成立了“湖南
百舸水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补齐了水利
板块迅速发展的短板。 对外并购产业链上
的优质企业，放大规模效应，年内并购了湖
南水利水电施工公司、湖南海安科技公司，
进一步提升了水利和港航板块实力。

内部改革的推进，更加激发出交水建人
的动力与活力， 市场开拓捷报频传。 2017
年，集团省内市场承接业务 249.43 亿元，同
比增长 245.38%，其中，交通勘察设计市场
占有率达 90%以上， 施工建设市场占有率
达 70%以上。 湖南路桥中标的平益高速公
路是省内同类最大的 BOT 项目，合同额达
201.49 亿元， 交通设计院中标省内迄今合
同额最大的水运勘察设计项目———湘江永
州至衡阳三级航道改扩建工程勘察设计项

目（湘江三期）；百舸水利中标公司历史单个
合同额最大项目———攸县阳升观水库项目。
省外积极布局区域市场，湖南路桥新成立了
北京分公司，交通科研院业务覆盖全国三分
之二的省份，全国区域市场经营布局基本形
成，全年承接业务 42.91 亿元。其中，湘水监
首次走出湖南，成功进入福建水利市场。 海
外市场持续发力，全年新中标项目 8 个，合
同额 21.28 亿元，同比增长 10.72%，并成立
了非洲区域中心，进一步强化了海外经营机
构的辐射能力。

交水建集团还积极加强战略合作，与
15 个市县政府、 大型央企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加强银企合作，获得 1600 亿元授信；
加强金融业务拓展，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和
保险经纪公司，为集团的规模化、可持续发
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如今，生机蓬勃的发展态势，干部职工
干事创业的热度，在湖南交水建集团上下升
腾。

创新经营拓规模 提升市场主导力

技术创新树品牌 增强核心竞争力

党建引领促发展
激发企业凝聚力

2017 年 7 月，湖南交水建集团部分党员在韶山开展“践行‘两学一做’，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领誓。

2018 年 1 月 16 日， 有着 “三湘第一
跨”之称的南益高速上的关键工程———南
洞庭大桥 35 号墩主塔封顶。

� 位居同类型桥梁世界第二、全国第一的杭瑞高速洞庭大桥
通车在即。大桥设计、荷载试验由湖南交水建集团完成，并负责
A1 标施工。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