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1月月1616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版式编辑版式编辑 黄黄 悦悦

10

胡信松 姚跃初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2019年，湖南交水建集团坚持以党建

引领企业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捷报频传；
经营业绩逆势飘红，全年承揽业务
415.3亿元，完成营收257亿元，实现
利 润 6.09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3.87%、10.04%、10.34%。

深化改革彰显“全产业链”
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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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集群发展格局，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市
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走出去”步伐更加稳健，集团进一步顺
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集团海外项目达
39个，合同总额约112亿元人民币，目前在
海外18个国家和地区有项目实施。特别是
2019年度 ENR“全球最大 250家国际承包
商”榜单发布，司属企业湖南路桥排位从
2018年的第242位升至2019年的第232位。

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80多项，湖南路
桥建设的矮寨大桥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二期工程获国家优
质工程奖；交通设计院设计的雅西高速公
路获詹天佑奖，矮寨大桥、张家界至花垣
高速公路、济青高速公路南线工程3个
项目入选“建国七十周年公路交通勘
察设计经典工程”；交通设计院、湖
南路桥承担的“超高性能混凝土钢
桁组合梁悬索桥技术创新与应
用”荣获 2019年度中国公路学
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
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作为

省属国企，湖南交水建集团勇于担
当，在湖南承建了平益高速、长株潭

“三干两轨”项目、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
费站、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工程项目、
凤凰文化旅游磁浮项目、常益长高铁、石矶
湖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湘潭娄底农村通组
公路项目、邵阳乡镇污水处理项目等一大
批民生领域重点项目，彰显国企的实力与
担当，获得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
扬，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肩负国企责任和担当，致力民生工程
建设，湖南交水建人把坚实的足印深深镌
刻在锦绣潇湘大地。

党建引领，把支部建在项目上，凝聚建设合力

民生项目无小事，湖南
交水建集团党委每次

开 会 ，都 要 重 点 调
度，优先安排。为

狠抓工程质量、
保 证 建 设 进

度，集团党委
书 记 、董 事

长方联民，党
委 副 书 记 、副

董事长周雄飞，
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胡建华等多次到
一线督战调度，各项

目责任单位负责人驻点
蹲守，全体一线员工加班

加点，与时间赛跑，承担施工任务的各
分子公司将重点优先放在民生工程建
设项目、骨干团队优先配置使用、材料
设备优先供应，全面保证了民生工程
项目建设的进度与质量。

同时要建设如此多的民生工程项
目，施工组织难度可想而知。

“重点民生项目、工地一线就是
考验党员干部的地方，要依靠党组
织，把全体员工组织起来，形成强大
战斗力。”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方联民介绍，集团党委把民生
项目建设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
行动，与 2019 年开展的主题教育结
合起来，把民生项目建设成绩作为检
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效的主战场，促进党建与中心工作融
合，凝聚建设合力。

重任在肩，党员领导干部身先士

卒，冲锋在前，队伍战斗力得以激发。
周雄飞介绍，“把支部建在项目上，这
是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建工作的优良传
统与经验。在每个项目部成立党支
部，发挥党支部服务项目员工、凝聚人
心、促进生产的目的。”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还指导各
个项目党支部创建党员先锋岗、组建
党员突击队，无论条件有多艰苦，党
员始终冲在第一线，作表率，当先锋，
加班加点抢进度抢节点。党员的模
范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也加深了他们对共产
党员的认识，一批员工在项目一线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优质高效建设好民生工程是一项
严肃的政治任务，这是省委、省政府对
我们的重托与信任，再重的担子也要扛

起来。”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胡建华强调，要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狠抓工程质量，确保工程进度，打造
精品工程，践行国企担当。

党支部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充分发挥，为 2019 年圆满完
成一批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也成功探索了党
建 工 作 与 重 点 工 程 建 设 的 深 度 融
合。方联民说：“在一批民生重点工
程实施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团队也得
到了锤炼，增强了使命感与荣誉感。
对交水建而言，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
交付，展现国企情怀和责任担当，擦
亮了交水建在民生工程建设领域的
金字招牌。此外，湖南交水建正处在
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一系列大
型民生工程的建设，将有力促进企业
向高端转型，这些示范工程，也必将
引领我们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助力企
业向高质量发展。”

用国企责任书写民生情怀
——湖南交水建集团承建重点民生工程纪实

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全力推动民生工程建设

到2019年底，湖南交水建集团以
“零利润”模式承建的娄底、湘潭共
4038公里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全部优
质安全完工，帮助当地农民群众修筑
了一条条“脱贫路”“致富路”“幸福路”。

2018年5月，湖南交水建集团才
接到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任务，点多
面广、施工场地分散，时间紧、任务重，
面对很难能完成的任务，集团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部署，成立领导小组，确定
实施方案，签下责任状，排出时间表、
计划书，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调度，加
紧施工，集全集团之智、举全集团之力
打好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攻坚战。

“在全省脱贫攻坚关键时期，为
老百姓修好脱贫路、致富路，是国有
企业应有的担当。”湖南交水建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坚定地表
示，“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发扬交水建人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
优良传统，坚决助力全省打赢这一场
脱贫攻坚战。”

湖南交水建集团广大建设者力
排万难，从材料把控到浇筑混凝土，
每个环节都认真把关，用智慧和汗水
为农民群众打通最后一公里。

民生工程为百姓，自然赢得百姓
心。随着自然村通水泥路在每个乡镇
村组的全面实施，一幅幅“村庄连通致
富路，产业发展正当时”的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画卷将徐徐展开，而湖南交水
建承建的每一条农村公路将记录乡村
振兴进程中的每一个巨变。

不畏难，不怕苦。在湖南交水建
集团各个民生项目现场，更多的一线
施工人员以这样的精神和行动，确保

着项目优质履约，履行着国企社会责
任，成为企业树立市场品牌、拓展广
阔市场的牢固基石。

从平益高速到长株潭“三干两
轨”项目，从湖南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到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工
程项目；从一颗螺丝到一根横梁，从
混凝土浇筑到堤岸加固，从设备安装
到联调联试，湖南交水建人用汗水和
智慧，按时按质交上了一份份令人满
意的答卷。

在平益高速，湖南交水建集团充
分发挥集团设计、施工、科研等全产
业链优势，推进标准化施工管理，提
升管理水平；推行材料集中采购，确
保质量受控；推行信息化管理系统，
强化安全环保管控，以“创标杆、创效
益、创品牌”为目标，平益高速全线正
以加速度推进。

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工程提
前六个月时间开放湘江沿岸风光带，
市民漫步湘江东岸，欢歌笑语享受更

美风光带，更重要的是，工程经受住
了 2019 年夏季洪水考验，湘江大堤
安然无恙。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项目
提前完成“省界撤站”任务，湖南高速
公路收费系统 2020 年 1 月 1 日顺利
实现与全国联网，实现一秒进出湖南
高速“大门”，让行在路上的人们一路
畅行欢笑。

在一场场攻坚战中，湖南交水建
人把勇于担当、敢打硬仗的品质发挥
得淋漓尽致，大家团结协作，克服了
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胜利。

从白天到黑夜，从炎炎夏日到凛
冽寒冬，在全力推动民生工程建设的

“战场”上，湖南交水建的建设者们用
辛勤与汗水诠释了“一天也不耽误，
一天也不懈怠”的精神内涵，压
实了肩上的国企责任，书写
着满腔民生情怀。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提供）

图为平益高速关键控制工程——白泥湖大桥，为了确保涉水工

程抢在2020年夏汛来临之前完成，湖南交水建集团项目部员工主动

加班加点，放弃休假。

交水建集团承建的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工程。用国企实力筑起铜墙铁壁，守卫长沙人民幸福安澜。

多一丝畅行欢笑，少一些

堵车烦恼，秒速通过高速公路

收费站的背后，有一支支湖南

交水建集团的党员突击队加班

加点安装ETC门架。

湖南交水建集团

广大建设者攻坚克难，

用智慧和汗水为农民

群众修通了一条条致

富路。

沅 江 市 城 区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下琼湖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通过治理黑臭水体，以“绿”换金，

还洞庭湖一湖清水，赢得地方百

姓交口称赞。
湖南交水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联民（前排中）在武冈饮水安全覆盖

暨巩固提升工程PPP项目督查。

湖南交水建集团承建的武冈饮水安全覆盖暨巩固提升工程PPP项目，以独特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模式为当地百姓改善用水质量、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