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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 住建部发布第 1823 号

《关于核准 2018 年度第一批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名单的公告》，湖南省第三工

程有限公司正式晋级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 喜讯迅速传开，这是具有历史里

程碑意义的光辉时刻，是拥有 66 年光

荣历史的建筑铁军实至名归的荣耀，

湖南三建再一次迎来历史发展新的机

遇期。

在湖南三建激情奋进的 66 年征

程里，一路风雨兼程，却又一路凯歌嘹

亮。 公司荣获鲁班奖 7 项、市政金杯奖

1 项，芙蓉奖 50 项、省优工程 106 项、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10 项、中国安装

工程优质奖 1 项、 全国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6 个， 先后

被授予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 全国先

进施工企业、2016 年度中国建筑业竞

争力 200 强企业、 全国工程建设 QC
小组活动优秀企业、全国“重合同、守

信用”单位、湖南省文明标兵单位等。

湖南三建， 已然成为湖南省属综合排

名前列的实力国企。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湖南三建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全力为湖

南建工集团进入世界 500 强、为圆“三

建梦”积极作为。 全年承接施工任务超

210 亿元， 完成企业总产值超 140 亿

元，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公司在坚

持“稳中求进 进中求好”的工作总基

调服务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 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 “三建速度”“三建故事”

“三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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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

2017 年，湖南三建以转型为路径，以升
级为目标，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把握机遇，
顺势而为，努力构建经济发展新高地。

立足本土，厚植优势。 全面开拓经营传
统主业，强化本土经营。 重点跟进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中部崛起”等重大国家战略，制
定挺进大西北、扎根西藏建设新规划，延伸
经营板块抢抓机遇。 结合建设“富饶美丽新
湖南”、“精美湘潭”等省内发展战略，优化经
营管理质量，开拓经营，持续加大湖南省内
占比份额，主业市场增长明显，保持了良好
的发展态势。

转型发展，绿色引领。 湖南三建旗下的
湖南恒运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引进日本
领先技术、模具，致力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生态护坡、 海绵城市构件等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施工，是当前湖南省及中南地区规模最
大、技术领先的预制构件研发生产施工一体
化企业，现已在湖南省内外成功投入施工 10
多处，品牌信誉良好。

投资开发，顺势而为。 为适应时代发展
需要，湖南三建坚持“主业 + 专业 + 投资”战
略，大力推动投资开发，逐步实现联合经营
向自主经营、施工经营向投资经营、传统经
营向战略经营、生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全新
转变。 积极主动与政府对接，全年承接 PPP
项目任务量超 100 亿元， 项目整体效益、规
模、影响力均得以飞速提升。

拓展海外，多元发展。 通过创建多元合
作模式，公司重新拓展海外市场。 当前已承
建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
中心项目， 并与西非国家马里建立深入合
作，迈出了“走出去” 发展战略步伐的第一
步，全面开启扬帆出海新征途。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十六
（2018）

2017 年， 湖南三建积极响应号召，勇
挑重任，不辱使命，用铁肩担道义的家国
情怀，一次次抒写着“三建铁军”精神。 7
月，义无反顾地投入百年一遇的抗洪抢险
战斗， 共计投入防汛抗洪人员 7000 余人
次，投入资金近 1000 万元，用不眠不休的
5 天 6 夜，抢装了 4 台巨泵，保住了 5 公里
危堤，紧急抢险 6 处，成功处置管涌、渗漏
等险情 80 余处，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
大爱无私的国企情怀，与洪水展开了一场
殊死搏斗， 成为了抗洪抢险战斗中听指
挥、能战斗、有成绩、让人放心的一支“铁
军”，荣获了湘潭抗洪抢险“先进集体”“特
殊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9 月， 不遗余力地参与湘潭城市创文
助力， 组织开展全员素质大提升系列活
动，通过“文明湘潭我参与”公开签名承
诺、“爱护家园”城市清洁志愿活动、制作
文明宣传栏、鼠标垫等形式着力提升广大
职工文明素质。 积极开展“精美湘潭”项目
大型劳动竞赛活动，全力确保各大项目在
规定时间节点完成任务。 对湘潭 7 个基地
进行办公及住宅区域内外环境改造建设，
涉及住户 3500 余户， 为城市创文增添了
一抹新亮，获评湘潭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12 月，矢志不渝地扎根易地扶贫攻坚
一线，在 100 天的时间里，通过科学规划、
综合统筹、全员参与的方式，采取军事化
项目现场管理，用“三建速度”确保了宁远

69 栋 12 万平方米、怀化 42 栋 2.3 万平方
米易地扶贫搬迁住房顺利交付使用，成功
解决了 1200 多户居民，5500 多名贫困人
员的住房问题， 圆满完成省委、 省政府

“1228”交钥匙任务。
2018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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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湖南三建晋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全面开启
创业新征程、逐梦新时代的第一年。

新资质、新起点、新征程，湖南三建将
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主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持之以恒地坚持科技领先战
略，深耕主业市场，兼顾多元发展，为新时
代的新征程厉兵秣马、砥砺前行，力争成
为新型产业领跑者，把企业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施工企业， 为实现企业发展新目标、
新愿景，为助力全省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作出积极贡献！

湖南三建把科技创新视为推进企业
转型升级的生产力， 充分利用 PPP 承接、
城市综合体和绿色建筑等方面的核心竞
争力，精心施工，奉献精品。 由于一系列科
学技术成果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三建兴
城培训中心、湖南省图书馆、湖南东一国
际商业广场、 湘潭电力生产调度通讯大
楼、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5 个项目获评
7 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长沙芙蓉大道
望城段（梅花岭至湘阴界）拓改工程获评
中国市政金杯奖；长沙市轨道交通 1 号线
一期工程车站公共区装饰装修工程、湘潭
市规划展示馆设计施工一体化装修工程、
湘潭中心大厦幕墙工程等 10 个工程项目
获评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长沙市花桥污
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厂区土建及安装工
程荣获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 此外，10 项

国家级奖项、40 余项国家专利、3 个国家
级工法的获得，让湖南三建勇立于科技创
新的潮头。

近年来，湖南三建大力加强信息化建
设， 利用互联网 +、BIM 技术推动施工管
理成效显著。 公司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基本
实现全覆盖，让管理人员足不出户也能对
项目实时进行监控，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人
力成本；BIM 建模技术使工程实现 3D 模
拟建造，现代高科技与传统管理实现有机
结合，工程重点、难点一览无余，在全国第
八届“创新杯”BIM 大赛上，公司“BIM 在
中南地区首个管廊产业基地的集成应用”
获全国一等奖。 基于 BIM 技术的不断延
伸、拓展，公司商务管理、效能监管、集采
平台系统也正在逐步实现信息化新平台，
向着全信息化精准管理模式迈进。

一直以来，湖南三建重视人才
引进、管理和培养。 重点关注技

术人才梯队、项目核心团队建
设工作。 建立并逐步完善中
层后备干部人才库，进一步
完善中层干部任用考核制
度，全面执行面试、基层调
研、 任前公示的人才晋升
机制。 建立专业人才“轮
岗”机制，提高人才综合业

务水平。 新员工实行“导师带
徒”制度，一对一配备“导师”，定
期反馈新员工工作及思想动态，

全方位关心关注青年成长成才。 开展两级
班子、项目团队、专业技术人才及一线管
理人员民主测评，建立健全绩效考核长效
机制。 公司始终注重员工素质提升，通过
学习培训、转岗轮岗，技术比武、模范选树
等方式，打好主动仗，唱响主旋律，加大正
面宣传和主动引导力度，人才兴企的战略
目标得以实现。

科技引领 智慧管理展现新作为

忠诚担当 “三大战役”彰显国企大爱情怀

公司承建的湘潭二大桥北交通优化及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效果图）

公司鲁班奖工程：长沙东一国际商业广场

公司承建的国电电厂项目

雄伟的湖南三建办公大楼

公司参与
抗洪抢险行动

公 司 参
与抗冰救灾
行动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由住建部
颁发的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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