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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自 2016 年 9 月 8 日诞生， 就以

“打造湖南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标
杆企业”为目标，肩负起“强交通畅行
天下、兴水利润泽四方”的企业使命，
通过 1100 个日夜的砥砺前行， 成为
一个现代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成功样
本，湖南交水建集团的这三年，是主动
作为、励精图治的三年，是奋发有为、
高质量发展的三年。

三载风华,硕果累累，湖南交水建
人用铿锵脚步，聚力前行，走出了一条
握指成拳、融合发展的开拓之路。

“作为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
组建的大型国企，通过三年的融合、改
革、创新、发展，湖南交水建集团的综
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实现了合
同、营收和利润的‘三连跨’，2018 年
集团新接合同 310.5 亿元，实现营收
234 亿元、实现利润 5.5 亿元 ，年均
增速分别高达 44%、32%和 48%。 今年
1 至 8 月，已新签合同 294.74 亿元，
是 2016 年同期的 3.3 倍。目前，集团
跻身湖南省 100 强企业第 17 位，正
稳步迈向中国 500 强。 ”湖南交水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表示，交
水建集团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省委、省
政府及省国资委的高瞻远瞩、 顶层设
计与坚强领导，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
厅等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 得益于全体交水建人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为企业的发展贡献智
慧与汗水。

近年来，湖南国企改革不断深化，
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奋力前行，波澜壮
阔的国企改革画卷， 在伟大的变革
中舒展开来。

2016 年 9 月 8 日，由湖南路
桥、 省交通设计院等 10 家企业
联合组建的湖南交通水利建设
集团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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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组建之初，各企业子分公司
众多，业务存在同质化现象，内部无序
竞争时有发生，而且层级复杂，最多达到
5级，企业文化差异明显，部分职工对组建交
水建集团持怀疑、观望态度。

“要将 10家企业整合起来，说起来容易，推
进起来阻力不少。面对困难，如何破局？”湖南交
水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介绍，当时集
团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关键要抓落实，集团在科
学研判交通水利发展走势的基础上，确立了“以
党建为魂、以体制机制为基、以规模效益为先、
以质量安全为要、以人才技术为本、以融合稳定
为重”的工作思路，成立之初集团就以前所未有
的决心和力度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
大胆整合资源和资产，主动聚合资质和业务，全
面融合人才和人心，迅速形成了整体“一盘棋”，
成为交通、水利行业“能力全集成、业务全覆盖、
资质全牌照”的全能型企业。

脱胎换骨般的快速发展背后，是来自于改
革的伟力。

成立伊始，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就提出，
要以改革为抓手， 着力构建新的发展优势，所
有的改革都要奔着问题去。集团在完善市场经
营机制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率先取得突
破，结合各子公司实际，大胆推进劳动、人事、
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最终形成了干部职工收入
能增能减、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长
效机制，营造了择优选才、人尽其才的良好氛
围，为企业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湖南交水建集团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综合改革已步入纵
深突破阶段。 集团坚持“主业归核、资源归集、
产业归位”，基本形成了“路桥建设、水利建设、
市政建设、港航建设”四大工程建筑企业，“交
通勘察设计、交通科研、水务勘察设计”三大技
术服务企业，以及“养护与装配物流”等配套服
务及投资与资产管理类企业的发展格局。

随着一项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持续发
力，有效推动了集团活力和效益的提升，促使
企业积极主动拥抱市场， 在其中经历风雨、百
炼成钢。 通过 3 年的改革、融合、发展，一个更
具活力、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湖
南交水建集团脱颖而出，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市场开拓不断取得新突破。 省内市场，高
速公路项目设计市场占有率超 90%、养护市场
占有率超 50%；连续中标平益高速、衡永高速、
武冈城乡供水一体化、长沙湘江东岸防洪改造
工程、 城陵矶港口提质改造工程等大型交通、
水利、港航项目，巩固并强化了集团在省内的
龙头地位。同时，通过中标长株潭“三干一轨”、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 常益长高铁、
凤凰磁浮、沅江黑臭水体治理等项目，取得了
在综合市政、智慧交通、高速铁路、磁浮轨道和
水域环保等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

省外市场， 区域机构由原来的 6 家增至
24 家， 完成了全国区域市场经营布局，2018
年省外新签合同 98.99 亿元， 占合同总额的

31.88%，同比增长 129.65%，其中，勘察设计、
检测监理全面进入广东、广西、贵州市场，路桥
板块在甘肃、 山东等地实现业务承接零突破，
水利板块首次进入江西市场。

海外市场，新开辟了贝宁、格鲁吉亚等 7
个国家，在非洲成立各类驻外机构 15 家，业务
遍布全球 30多个国家地区。 2018年海外新签
合同额 67.4亿元，同比增长 271.64%。 湖南路
桥被评为“湖南海外发展十强企业”，首次入围
“全球最大 250家国际承包商”，独立中标的格
鲁吉亚 E60 高速公路合同额达 20 亿元，是集
团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体海外项目， 实现了由
“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历史转型。

在省属国企 2017、2018 年度综合绩效考
核中，集团连续被评为 A类。

8 月 30 日， 湖南交水建人欢聚一堂，载
歌载舞，举办“幸福路上”职工文艺汇演，共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湖南交水建集团 3
周岁生日。

通过三年的相熟、相知、相融，集团各企
业员工从期待、观望到融合，大家逐渐找到了
家的感觉。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文化认同，从
而整合各企业文化内涵，注入新文化元素，推
进企业员工思想融合、价值观融合、制度融合
和行为融合， 从而使全集团近万名员工在思
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向
同行。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周雄飞表示，集团坚持把提高企业效益、增
强竞争力、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党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进一步夯实企业高
质量发展基础。

三年来，湖南交水建集团以党建为魂，坚
持市场开拓与党建创新同步， 紧贴生产经营
实际，创新党组织活动，广泛凝聚力量，激发

全员创新活力。
集团坚持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统

一，切实将党委会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
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把党建工作要求写
入了公司章程， 确保党对国有企业的绝对
领导。

着力抓好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坚持“四同
步”“四对接”，把支部建在项目上。 大力加强
党支部“五化”建设，实现 80%的达标率；把
优秀党员选拔到支部书记岗位， 开展党组织
书记、党务人员培训，组织党员分批轮训；推
进“智慧党建”，健全党组织工作电子台账；积
极探索党建工作责任制和生产经营责任制有
效联动、互促共进的方式方法，确保企业发展
和党的建设同频共振。 全集团共成立基层党
支部 135 个，做到“哪里有项目，哪里就有党
支部”。

针对施工企业农民工党员数量多、 流动
性强的特点， 湖南交水建集团把外来务工党
员纳入组织管理， 创新农民工党员“四同三

比”管理模式。对农民工党员“组织上同管理，
政治上同待遇， 工作上同要求， 生活上同照
顾，思想上比先进，岗位上比技能，工作上比
贡献”。湖南路桥党委农民工党员“四同三比”
实践课题荣获全国国有企业党建课题成果二
等奖。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 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湖南交水建大力推行党员“三
创”先锋示范岗制度。广泛开展“亮身份、亮承
诺、亮行动、创一流服务”提质增效党员先行
活动，激励党员创新、创业、创造，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去年共完善党员先锋
岗 326个、党员责任区 228个，开展党员立项
攻关 40个，创效 6000多万元。

党建引领增强了全集团干部职工的凝聚
力与向心力， 大家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不断提升，平益高速、衡永高速、常益长高
铁、长株潭“三干一轨”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
相继落地， 湖南交水建人在奋斗路上正快马
加鞭，蹄疾步稳！

大道致远 聚力前行
———湖南交水建集团成立三周年纪实

改革破局，重组融合百炼成钢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激发新动能

创新，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年来，湖南交水建集团瞄准中高端市场、全
力谋转型升级，通过强化市场协同、推进技术
与资本相结合等一系列务实之举， 不断打通
创新的血脉。

“通过融合创新求变，集团现已经拥有各
类资质 158 项，包括全国仅 50 余家、全省独
有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省内独
有的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双甲级、 爆破二级等
资质，以及 10 项总承包、综合类一级（甲级）
资质，涵盖交通、水利、市政、港航、环保、地产
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行业，集合科研设计、投
资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装备物流五位
一体全产业链优势，形成省内独有、全国领先
的全产业链优势地位。”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胡建华介绍，集团全面集聚各
企业的技术、业务、资质、市场、人才、品牌等
优势，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优势
互补，产生了“十指成拳”的集成效应。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湖南交水建集团

把创新驱动作为发展引擎。
集团坚持人才围绕项目配置、 创新围绕

项目攻关， 集成人才、 技术进行融合创新攻
关，建成了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四川雅（安）
西（昌）高速双螺旋隧道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工程，共获国家级、省部级行业奖、科技
进步奖 1000 余项。 2018 年，共获省部级及
以上科技建设奖 32 项， 新增专利、 工法 41
项。 湖南路桥承建的刚果（布）国家 1 号公路
获国家优质工程奖。省交通设计院设计、湖南
路桥承建的矮寨大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李春奖，洞庭湖大桥荣获芙蓉奖。 交通国
合“泡沫轻质直立式路基快速构筑成套技术
及工程应用” 获得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湖南路桥获全国公路科技领军企
业。

湖南交水建集团依托项目实施，坚持以人
为本，加强设计、施工企业之间的“同位交流”
和设计、施工、监理企业之间的“互补交流”，增
进企业内部文化、技术和人员交流融合。

湖南交水建集团参股组建了省磁浮公
司、省港务集团、卓信私募基金；积极引入非
公有资本， 以混合所有制形式组建了保险经
纪公司、智慧交通信息化公司、钢结构公司。

今年 7 月，全长 176.66 公里的平益（平
江至益阳） 高速开工建设， 平益高速采用建
设、 运营和移交 (BOT)+ 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模式，由湖南交水建集团牵头联合其他
两家省属国企投资建设， 这也是湖南交水建
集团强化企业内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业务合
作，打造具有投资、设计、施工、管理竞争优势
的新模式。

8 月 6 日，湖南交水建集团参与投资、建
设的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动工， 作为全球
首个“磁浮 + 文化 + 旅游”项目，它将现代轨
道旅游装备与凤凰人文自然风光完美融合，
开创磁浮技术与文化旅游的新业态、新模式、
新体验，将成为美丽凤凰一道流动风景线。

从高速、高铁、市政到磁浮、水利、港航、
环保，湖南交水建的市场版图不断拓展；从单
一的施工到投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全产
业链，湖南交水建的产业模式不断升级。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
到系统提升———创业创新与科技突破相辅相
成， 正成为助推湖南交水建集团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力源。

三年奋斗铭刻在心，三年成就弥足珍贵。
“三年风雨兼程，再出发扬帆奋进。 湖南

交水建集团将以三周年为新的起点， 总结成
绩、研判形势，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大力度
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去谋划和推进改革。继
续一如既往履行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脚
踏实地、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服务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艰苦奋斗，再创新业，为集团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交上一份优异答卷。”湖南交水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表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
是一个新的开始，更代表了无限美丽的前景。

大道致远，聚力前行。 三年，只是一个短
暂的蛰伏期， 相信湖南交水建集团未来一定
会肩负着省委、省政府的信任与期望，走得更
快更稳更好！ （信 松 跃 初）

创新求变，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湖南国企新时代 新力量

� 由湖南交水建集团
设计、施工的南益高速南
洞庭大桥，主跨跨径 450
米，被誉为“三湘第一跨”。

▲湖南交水建集团
承建的湖南取消

高速公路省界
收 费 站 工
程。

▲ 湖 南
路桥中标

的 格 鲁 吉
亚 E60 高

速公路项目 。
(效果图)

▲

由 湖 南
交水建集团
施工的长沙
湘 江 东 岸 防 洪
综合改造（一期）工程。

湖南交水建集团承建的岳望高速公路项目，已于 2018 年 9 月通车。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