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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百年精品，树行业丰碑。
104 项鲁班奖， 一串响当当的数字，一

份沉甸甸的收获， 振奋着湖南建工人的精
神，荣耀着“建筑湘军”的品牌。

中国建筑业协会日前公布的 2018-2019
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
程）入选名单，湖南建工集团再次荣获 6项鲁
班奖，至此，这家地方建工企业斩获的鲁班奖
成功突破 100项！ 创下连续 19 年累计荣获
104项鲁班奖的佳绩，在全国建筑企业中名列
前茅！

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是中国建筑行业
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代表中国建筑行业质
量最高水平，一直被誉为中国建筑界的“奥
斯卡奖”，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中国建
筑业协会组织评选，每年评选一次，两年颁
奖一次，授予创建出一流工程的企业。 它是
每位建筑从业者追求的职业梦想，更是每个
建筑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的最好注脚。

湖南建工集团， 作为一家省级建工企
业， 自 1999 年登上中国建设工程质量最高
奖的领奖台以来， 一举将 104 项鲁班奖收
入囊中，成为闻名全国的获奖大户。

事非经过不知难。 104 项鲁班奖的背
后，凝聚着一代代湖南建工人的心血与对建
筑质量的执着。

此次湖南建工集团获鲁班奖的项目，
包括“湘西武陵山文化产业园 I 标 - 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览综合大楼”“湖南省总工会灰
汤温泉职工疗养院项目”“广深港客运专线
深圳福田站”“中山市良安大厦工程”等项
目。

谈及为何湖南建工能够频频得到鲁班
奖的青睐，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叶新平说：“多年来， 湖南建工坚持质量至
上，响亮地提出了工程质量争创鲁班奖的奋
斗目标， 以鲁班奖的要求对待每一项工程，
大力强化员工的精品意识、精品作风，注重
打造时代精品。鲁班奖对质量的高要求与公
司对质量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能够获得鲁
班奖殊荣，是我们坚持质量至上的结果。 无
论什么工程， 我们都始终坚守精品意识，高
标准要求，高起点谋划，以过程精细确保结
果精品， 构筑了具有建工特色的质量文化，
锤炼形成了‘一流、超越’的质量方针。 ”

叶新平介绍，为了夺取鲁班奖，湖南建
工创造了一套独有的创精品工程管理模式，
集团对每一个项目从开工伊始对质量目标
层层分解、层层落实，坚持精细化过程控制，
建立推行安全生产专题学习和宣传工作制
度，严格执行质量否决权制度。

新春时节，喜报频传。 中国施工企业管

理协会日前公布的 2018—2019 年度第一
批国家优质工程奖入选工程名单，湖南建工
集团又荣获 10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是经党中央、国务院确
认设立的工程建设领域跨行业、跨专业的国
家级质量奖，评选工作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
协会组织实施，申请参评的工程必须是符合
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向和政策要求，综合指标
达到同时期国内领先水平的工程。

此次， 湖南建工集团 5 个项目共获 10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包括湖南建工集团承建
或参建的“长善垸污水处理厂二期改扩建工
程”“湘潭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项目”“常
德市丁玲公园新建工程(一标)”“株洲市二水
厂提质工程”“长沙花桥污水处理厂改扩建
工程”等项目。

近年来，湖南建工集团狠抓“提质量、创
全优、树品牌”工作，多次召开“提质、创优、
夺奖”会议，不断强化员工创奖意识，科学组
织，精心施工，确保集团“创优夺奖”全面丰
收。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8 年集团“创优夺
奖”喜获大丰收：荣获 6 项“鲁班奖”，10 项
“国家优质工程奖”，3 项“中国安装之星
奖”，9 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48 项“湖
南省建设工程芙蓉奖”，71 项“湖南省优质

工程奖”。
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 鲁班奖面上
是质量的比拼，背
后则是科技的较量。 湖
南建工集团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硕果累累。 2018
年，集团三公司、四公司、五公
司、省建科院、中湘海外二公司
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集团本部、省建科院、三公司、四
公司、六公司、中湘海外二公司获评
省建设行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全年
省级工法立项 68 篇，专利 35 项，住
建部绿色施工和市政、公用科技示范工程立
项 8 项，省级绿色施工工程立项 18 项，验收
15 项； 省级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 15
项，验收 12 项；主持或参与装配式建筑、绿
色施工等课题 30 余项。

湖南建工集团还与住建部签订装配式
建筑科技创新基地合作协议，全面推进“一
基地三中心”建设。 成立装配式建筑技术研
究院，研发的“共轴承插型预制一体化卫生
间”通过省住建厅科技成果评价，获评“同类
研究国内先进水平”。 BIM 中心开发智能运

维管控平台，成功在高铁站、酒店、体育馆、
园区等项目实施。 经省发改委批复成立“湖
南省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智慧化建
造与运维工程研究中心”， 成为省内建筑行
业第一家拥有省级工程中心的单位。全年集
团各单位基本实现新开工项目 BIM 技术应
用的全覆盖。

湖南建工集团以 104 项沉甸甸的“鲁班
奖”，诠释了“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湖南
建工精神，也锻造了一支爱岗敬业、业务精
湛、作风过硬的建工铁军。

建司 67年来，作为“建筑湘军”领头羊的

湖南建工集团， 先后承建黄花机场新航站楼
扩建工程、长沙贺龙体育场、中国国家博物馆
改扩建工程、港珠澳大桥、重庆大剧院等众多
载入史册的经典精品工程， 有 1000 余项工
程分别荣获湖南省优质工程、 湖南省建设工
程芙蓉奖、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中国建筑工
程装饰奖、全国市政金杯奖、詹天佑奖、鲁班
奖等。 这些矗立在省内外的高品质地标性建
筑工程，不仅彪炳行业史册，更是一座座见证
湖南建工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碑。

一座座荣获鲁班奖的建筑，就是一张张
闪亮的名片，彰显着湖南建工集团的实力与
品牌，也不断赢得市场回响与认可，企业经
营业绩持续快速增长。 2018 年湖南建工集
团新承接任务 1557.1 亿元， 完成企业总产
值 998.2 亿元，同比增长 14.5%；实现营业
收入 905 亿元，同比增长 6%；实现利润总
额 15 亿元，同比增长 45.6%，营收、利润均
创新高。

建筑市场潮起潮落，湖南建工却稳居湖
南建筑业第一方阵。这得益于湖南建工人把
“质量与创新”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妙方
良策。2018 年湖南建工集团首次入选“ENR
国际承包商”250 强,� 位列全球上榜企业第
211 位；连续 15 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 强”，
2018 年挺进 200 强，位列第 191 位；入选中
国承包商 80 强，位列第 7 位。

2019 年， 湖南建工集团又喜迎“开门
红”。 今年 1 月至 2 月 15 日，集团新承接任
务 200.51 亿元，同比增长 43.94%；完成企
业总产值 133.75 亿元， 同比增长 40.43%；
实现营业收入 129.38 亿元，实现利润 2.5 亿
元，缴纳税费 6.5 亿元。 无论承接任务量、完
成产值，还是营业收入、利税均创历史同期
最佳。

“鲁班奖与其说是一个奖项，不如说是
一种文化。 我们就是要让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鲁班精神融入湖南建工人的血液。荣获
鲁班奖， 是对企业质量和实力的肯定和保
证，也是企业不断追求高水平、高要求、高标
准的源动力。”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叶新平表示，2019 年，集团将继续围绕进
入“世界 500 强”的奋斗目标，深入实施“十
三五”规划，推进“一体两翼”产业发展布局，
坚定不移地变革生产方式， 实施一体化、专
业化的业务模式，推进全球化、区域化的市
场布局，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建工铁军 时代精品
———写在湖南建工集团荣获 104项鲁班奖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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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丁玲公园新建工程（获 2018~2019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

长善垸污水处理厂
二期改扩建工程 （获
2018~2019 年度国家优
质工程奖）

筑筑筑造造造

湘潭保税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项目（（获 2018~
2019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
奖）

湘西武陵山
文 化 产 业 园 I
标———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展览综合
大 楼 （获 2018 ～
2019 年度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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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湖南建工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