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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6 日袁 中交三公局第一次党代会在北京召开遥
大会总结回顾局党委成立以来的工作袁 认真分析企业面临的形
势袁 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中交三公局第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委员会袁确定了未来五年袁坚持和实施野一二三四五冶的奋斗目标
和工作思路遥 会议动员全局各级党组织尧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袁
全面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袁开启推进野升级版三公局冶新征
程袁为实现我局建设一流现代化企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遥

2015 年 4 月 24 日袁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正式核
准我局获得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遥 这标志着三公
局今后可以参与国内各等级公路及其桥梁尧 隧道工程的施
工遥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成功就位将对今后企
业健康发展提供很好的支撑袁 为企业持续巩固扩大公路市
场袁稳步推进野一二三四五冶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经过多年的积累提炼袁 根据全
局管理的实践袁归纳总结了野一二三
四五冶系列经营管理理念遥 野一二三
四五冶 经营管理理念由十三项内容
组织袁包含了基础管理尧项目策划尧
成本控制尧投标开发尧制度保障等内
容袁内容详实袁可操作性强遥

全局范围内共发放两千余册袁
切实让野经营是企业的灵魂冶的理念
在全局范围内深入人心遥

系列经营管理理念

中交三公局的 年，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三公局在经济新常态下，顺势而

上，各项业务指标均完满完成，为“十二五”收官之年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令人欣喜的是，企业面对

经济下行压力，迎难而上，乘风破浪；令人振奋的是，管理重心下移，精细化管理在全局项目亮点

频显。令人期待的是，党群团建活力无限，企业文化华彩绽放。

站在 年的新起点上，让我们一起回顾 年度十大新闻。

2015 年年初袁三公局及时修订了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办法曳和叶安全生产经济奖励办法曳渊以下简称叶办
法曳冤遥 两个叶办法曳的修订遥

本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原则袁将综合计算奖惩力度提升至原规定的 2耀4 倍袁对奖励和处罚规定做了大
幅调整遥 按照野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冶的原则袁加大了对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经济处罚和行政问责力度遥

2015 年 11 月 6 日袁我局首度启动领导人员竞争性选拔工作袁面向集团内部及社会进行公开招聘遥 招聘通过五
个环节院发布公告尧报名和资格审查尧笔试面试尧确定考察对象和公示尧组织考察和决定任用的组织实施袁最终 12 人
应聘成功遥

公开招聘拓宽了领导人员选拔的视野和渠道袁为三公局选拔储备了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袁强化了干部资源的优
化配置遥

2015 年 12 月 25 日 16:30 袁 重庆
丰忠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要要要石
梁子大桥顺利合拢遥 该桥是重庆地区
近 4 年来建成的最高墩桥梁遥

石梁子大桥施工区域地形复杂尧
施工难度大袁 是丰忠路的重点控制性
工程遥 该桥全长 831 米袁 相对高差为
171.3 米袁主墩均在 90 米以上袁最高墩
柱 7 号墩 132.5 米遥

米高墩桥梁合拢

责编 李海平 吴文竞

编辑部电话院渊010冤84303482

2015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袁我
局荣获中国企业研究会授予的 野耶十
二五爷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冶称号袁
局总经理蒋万民获得野耶十二五爷企业
文化建设先进工作者冶称号遥

野十二五冶以来袁三公局将企业
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袁放在企
业改革发展的总体工作中加以谋划袁
全面提升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高度遥

2015 年 11 月袁局纪委发布叶中交
三公局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办法曳袁根据
暂行办法袁领导人员在生产尧经营和管
理过程中袁 因故意或过失导致未履行
或未正确履行职责袁 违反党纪法规和
局规章制度袁 造成经济损失和其他损
害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遥 该办法从责
任追究范围尧责任的认定尧责任追究标
准尧 责任追究的方式尧 责任追究的使
用尧 责任追究的程序等六方面做了详
细的规定遥

领导人员责任追究机制

局党委认真抓好野三严三实冶各
阶段中心组学习袁制定野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学习计划和实施方案袁深
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遥 先后下发相关学习
书籍 12 本袁 并为党委委员印制了
野自学笔记本冶遥 并集中学习了叶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曳等重要书目遥 局组织
了中心组学习 4 次遥 并且将野三严三
实冶专题教育延伸到基层支部遥

三严三实

今年以来袁三公局积极开展开展野创建
耶五型爷机关袁深化作风建设冶主题实践活
动遥

活动开展围绕六个方面开展院 以制度
建设为抓手袁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曰以改进
作风为契机袁进一步提升整体形象曰以强化
执行力为重点袁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曰以管
理提升为目标袁进一步促进效能建设曰以提
升素质为切入袁进一步磨砺人才队伍曰以团
结协作为根本袁进一步聚焦企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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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路上

一公司
一公司创品牌 影响力取得突破遥

2015 年袁一公司在野地铁冶这一全新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的拓展袁 成功承接哈尔滨
地铁项目曰进军广西市场袁承揽三江至柳
州高速公路二期工程 遥 公司网站
2015 年荣获野全国工程建设行业二级优
秀网站冶的称号遥 48 省道叶衢州常山最长
大桥青石特大桥主跨胜利合龙曳 的文章
得到各方关注曰钱江通道项目获得 2015
年浙江省钱江杯优质工程奖; 京沈客专
项目获得中国交建 野青年安全生产示范
岗冶的光荣称号遥

“两个”中心强管控 基础管理进一
步夯实遥为提高经营效益袁实现项目生命
全周期管理遥 公司施行野一个平台尧两个
中心冶后袁相继强力推行合同中心尧收尾
中心的组建袁 创造性的建立了 野一个平
台袁四个中心冶袁实现了所属项目自开工
招标袁合同审批袁资金结算袁直至完工后
收尾工作全周期风险管控遥

“三一组合”抓党建 打造一公司特
色领导团队遥三次专题研讨袁一次民主生
活会总结袁一公司党委通过野三一冶组合袁
对照野三严三实冶和领导班子建设年活动
打造野四讲四重冶领导班子团体遥以野三严
三实冶 为主题的民主生活会走进了基层
项目袁7 个项目相继召开曰创新支部书记

季度工作视频例会袁 切实围绕中心共同
谋划交流党建工作袁 为项目生产保驾护
航遥

四大科研求创新 科技创新展现企
业实力遥 商登项目等 QC 小组获得 4 项
省部级 QC 成果奖曰 驻信项目获得中国
交建青年野五小冶创新创效成果铜奖曰叶内
蒙古运煤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材料
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曳 科研成果获得国
际先进水平并获得中国公路学会科技进
步二等奖曰叶一种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曳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曰野注浆压力检测装置冶
等 6 项专利获得实用新型专利遥

五十七亿拓市场 众志成城创新高遥
一公司 2015 年中标额为 57.08 亿元袁完
成局下达开发考核指标的 228.32%遥中标
项目涵盖了公路尧市政尧地铁等多个业务
版块遥 新市场的开发为野十二五冶画上催
人奋进的句号遥

六大片区细管理 坚持管理重心下
移不动摇遥 公司建立了领导干部基层调
研联系点袁按照在建项目划分为东北尧广
西尧浙江尧广东尧云南重庆尧河南河北等六
大调研工作片区遥公司组织一次在柳州尧
温州尧 哈尔滨三地同时召开的工作务虚
会袁汇聚职工智慧为公司发展提供助力遥

二公司
围观一下我们的“大数据”。2015 年袁我公司新签合同额 31.74

亿元袁占局下达指标 25 亿元的 127%曰完成营业额 20.98 亿元袁为局
下达指标 20.18 亿元的 103.4豫曰实际完成利润 6632.12 万元袁完成
局下达指标的 141.2%遥 三大经济指标再创新高袁均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遥 应收账款和存货占营业额比例创公司成立六年来新低袁占营业
收入 20.98 亿元的 33.8%袁有力提高了公司的经营质量遥

展示一下我们的“新战果”。2015 年袁公司和项目胜利凯旋袁载
誉而归遥 京台项目获中国交建野青年文明号冶荣誉遥 丰忠项目在重庆
市野新千公里劳动竞赛冶中获评野劳动竞赛先进班组冶遥泰高项目获江
苏省公路水运工程野平安工地冶建设省级野示范工地冶荣誉遥京石项目
获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野长城杯冶工程金质奖遥 徐明 13 标荣获局优
质工程一等奖遥 公司 1 人获中国交建野品牌员工冶称号遥 全年获局级
科技成果 5 项尧局级工法 6 项尧QC 成果 7 项袁发表局级优秀论文 13
篇噎噎这些荣誉和成果见证了二公司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遥

拼“跌”的时代，我们拼的是“实力”。2015 年袁在经济下行压力
极大的态势下袁在股市尧汇市齐跌的形势下袁二公司振奋精神扩市
场袁奋发有为做排头遥 全年中标 12 个项目袁成功进入了湖南尧广东尧
西藏自治区等新市场遥 其中湖南星沙尧甘肃柳星是我公司首次采取
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承揽的项目遥 吉林哈达湾综合管廊项目袁创造
了局内首次承揽管廊项目的历史遥孜通坝隧道工程是我公司成立六
年来首次以二公司资质获取的隧道标遥在平山湖至祁连公路项目上
分别以局资质和二公司资质连中两元噎噎信誉评价成绩斐然遥在大
丽项目的努力下局资质在云南省获得 AA 等级尧我公司资质在江苏
省由 B 级升为 A 级尧在兰州绕城和江西船广的努力下袁局资质在甘
肃省和江西省即将由 B 级升为 A 级遥 实现了质量尧安全 0冶事故的
既定目标遥

三
公
司

三 公 司 2015 年 完 成 产 值
15.0973 亿元袁超额 27.2%曰市场开
发达到 21.13 亿元袁 超额 5.56%曰实
现利润 2547 万元袁 超额 32.9%遥
2015 年袁我局最高的石梁子大桥不
负众望顺利合龙袁 大岳高速争分夺
秒顺利通车袁 武嘉 2 标尧 嘉通 1-1
标尧嘉通 7 标尧福清项目等亮点纷呈
受到多方嘉奖袁 蒙文砚高速公路重
点控制工程龙苏隧道进展顺利尧落
水洞大桥墩柱林立噎噎三公司 野三
年三步走冶目标圆满收官遥

物资管理智能化。在物资设备
管理工作中袁 除积极推行网上采购

外袁 还采用 GYS 物料现场验收系
统袁已在大岳项目尧蒙文砚一分部和
三分部尧 嘉通 1-1 标率先启用袁促
进物资管理工作迈向新台阶袁 实现
了对项目引领尧监督服务的智能化遥

资金使用集约化。有效发挥资
金中心的作用袁按照野合理集中尧计
划支付尧防范风险尧增加效益冶四大
功能袁 有效解决了拖欠职工工资的
难题曰通过与结算中心的配合袁达到
了对项目的劳务管理尧 结算和资金
使用情况的监控和指导之目的遥 同
时袁盘活了存量资金袁减少内部沉淀
资金袁合理调度尧调剂闲散资金袁加

速资金的循环周转曰2015 年根据局
资金集中考核办法计算袁 三公司的
资金集中率为 93.59%袁始终走在兄
弟公司前列遥

办公用品采购网络化。利用野互
联网+冶实行办公用品网上采购遥 机
关办公室在 10 月份率先在野京东商
城冶 成功集中采购一批电脑袁 共计
67993 元袁 比实体店便宜 6890 元袁
节省成本 9.21 %遥 各项目亦纷纷采
用此法袁实现了管理的精细化遥

信息平台建设常态化。信息化
工作与企业发展相融合袁 信息化办
公系统在公司全覆盖袁 使公司机关

和各项目联成一体袁 实现了管理的
信息化遥

项目管理规法化。全面加强项
目管理工作袁规范基础管理尧抓好前
期策划尧注重过程控制尧严把安全质
量关袁全面提升了项目管理水平遥在
我局 2015 年度项目综合考评中喜
获一尧三名遥

党建工作科学化遥 全面规范党
建基础工作袁在公司各党支部尧项目
实行叶党支部工作手册曳尧叶基层工会
工作手册曳制度袁使党建工作步入制
度化尧规范化轨道遥

这一年，四公司完成产值 14.58
亿元，完成局下达任务指标的
115%；完成营业额 13.35 亿元袁完成
局下达任务指标的 111%曰 完成市场
开发额 12.07 亿袁完成局下达年度指
标的 60.35%曰 实现利润 1622.70 万
元袁完成局下达利润指标的 67.61%遥

这一年，四公司通车项目创历史
新高，顺利完成了八个项目的施工建
设袁 迎来了贵州省三黎高速公路尧六
六高速公路尧毕都高速公路尧尖小高
速公路尧道安高速公路袁海南省屯琼
高速公路袁 西藏措国公路改建工程尧
类丁改建工程的顺利通车遥

这一年，四公司喜获多方嘉奖，

公司各项目在业主工程进度质量检
查综合评比中多次获奖袁共获得奖金
747 万元遥 经过四公司这几年在贵州
省施工建设中的艰苦奋斗尧 不懈努
力袁局荣获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三年
会战野先进集体冶荣誉称号遥

这一年，四公司着力技术创新，
提高企业竞争新优势袁公司共申报国
家专利 3 项袁其中已有两项荣获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曰 共申报科研课题 4
项袁已通过局审核立项袁并获得局科
研经费 40 万元曰共收集科技论文 29
篇袁施工工法 12 篇曰计划申报局科技
进步奖 1-2 项遥

这一年，四公司把握“经营质量”

和“经济效益”两个中心，管理向项目
聚焦，实施专人对口负责制袁确保工
程进展稳步推进曰开展野执行力建设
年冶主题活动袁以野项目问绩效袁服务
见实效袁攻坚破难题袁执行要问责冶四
项活动内容为抓手袁强化执行能力建
设袁夯实企业管理基础曰健全机制袁建
立野一个平台冶资源共享袁实现野两个
中心冶集中管理曰公司全年新增尧修订
规章制度 44 项袁废止 39 项袁并将各
项规章制度汇编成册曰优化改进传统
的集中招标采购模式袁实行集中采购
与谈判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袁提升创效
空间曰 实践设备租赁阶梯单价模式袁
提升创效能力曰 引进雷达影像系统袁

要求项目的平地机尧压路机等机械设
备必须安装倒车影像雷达袁有效降低
安全风险曰积极开展节能减排袁对沥
青拌合站进行了油改气技术改造等袁
节能降耗成果显著曰深化亏损项目整
治袁从内部管控尧变更索赔到外部协
调等多方面入手加大亏损项目整治
力度袁最大限度扭转经营局面曰全面
梳理支部工作制度袁编制下发叶基层
党组织工作实务操作手册曳袁开展野亮
出党员身份 树立先锋模范 争当最
强执行者冶党内主题活动袁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以上率下尧以身作则遥

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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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
2015 年是 野十二五冶战略规划的收官之年袁五公司

已成功进入了南亚斯里兰卡尧 孟加拉袁 非洲赤道几内
亚尧肯尼亚尧科特迪瓦袁拉美牙买加尧圭亚那袁大洋洲巴
布亚新几内亚袁欧洲黑山尧俄罗斯海参崴等五大区域 10
个国家袁并在多个国家实现了滚动发展遥

五公司参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国际机场发展项
目荣获 2015 年度野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冶曰斯里兰卡国
际板球场项目荣获 2015 年度野中国交建优质工程奖冶遥

2015 年袁在海外市场整体情况不太乐观的前提下袁
五公司共完成开发额 23.21 亿元袁 完成营业额 6.83 亿
元袁完成利润 3838 万元袁产值利润率达到了 12.04%遥

在海外施工过程中，各项目多管齐下、开源节流。
孟加拉水厂项目 4534 吨钢板桩采购袁五公司引进跨国
公司竞标袁利用国际化采购方式降低成本袁共节约成本
861 万元曰香格里拉项目钢材采购袁通过熟练掌握所在
国关税制度袁合理避税袁仅第 1 期采购 2400 吨既为五
公司节约成本 294.03 万元曰黑山项目通过设计优化袁隧
道工程总量比投标量减少约 630 万欧元遥 牙买加南北
高速项目为集团首个 BOT 项目袁本年变更减少 371.11
万美元袁累计减少 510.90 万美元遥其中通过优化片石混
凝土挡墙设计尧浆砌工程袁预计减亏 113.75 万美元曰减
少部分洞口工程或优化设计方案袁增加利润 38.92 万美
元曰优化 T 梁设计尧节约模板费用 30.83 万美元遥 赤几
宾洞通过缩短桥梁桩基长度和减少箱涵袁 节约费用约
100 万元遥

在机关管理过程中，创建五型机关、提升机关综合
管控水平。强调 OA 公文尧 项目事务处理当日事当日
毕袁办事时限缩短袁效率提升曰严格执行审计制度袁坚持
野离任必审尧完工必审冶尧重视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尧资
产专项审计曰强化采购管理机制袁选择供应商采取严格
审批准入机制袁 招标采购实现阳光透明遥 全年采购
12818.3 万 元 袁 上 线采购 7391.5 万 元 袁 线 上 占 比
57.66%遥 共计发运机械物资 84 批次袁 其中集装箱 297
个袁总体积约 1.95 万立方遥

在海外项目管理过程中，大力推进属地化建设，打
造国家化管理团队。黑山项目计划将 30%的工程量分
包给当地的公司袁 项目外籍员工占到总员工数量的
26.3%遥 兰卡香格里拉尧佛学院项目除核心管理团队外袁
大量聘用当地员工和国际商务人才袁 大幅降低了人工
成本的支出遥

各项目进场后均遵循野诚信尧公平尧合作尧共赢冶发
展理念袁 与当地政府和居民建立和谐共事关系袁 强化
野属地冶意识袁增加当地就业机会遥 尊重当地文化和习
惯袁定期举行外籍员工座谈会袁帮助外籍员工解决一些
实际困难袁进一步增进外籍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袁打造
和谐共赢的国际化管理团队遥

回望 2015 年袁桥隧公司积极践行 野查漏补
缺强基础尧强化执行重实效尧创新思维谋发展尧
依法治企谱新篇冶的工作主题袁强化作风建设袁
狠抓项目管理袁坚持管理重心下移袁努力提高企
业运营质量遥一年来袁公司综合管理水平稳步提
升袁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遥

2015 年袁 平均海拔在 4000 米的花久项目
以野缺氧不缺精神尧缺氧不缺干劲冶的精神袁克服
在高原施工遇到的困难曰9 月份袁花久公路全线
第一条的超过 3 千米的控制性长大隧道工程实
现双幅贯通袁宣告花久公路 DJ9 标主体工程提
前一年完成遥

2015 年袁循隆项目一分部连续获得业主组
织的野四比一创冶活动进度红旗和业主阶段性信
誉评价野AA冶等级袁并承接了由项目办组织的兄
弟单位参观学习数十次袁 全年获得业主及总承
包部奖金约 200 万元遥

2015 年袁黄延项目交工验收中综合得分为
98.56 分袁获得交工验收专家一致好评曰 12 月顺
利实现通车袁得到了业主的通报嘉奖曰桥隧公司
承建的标段全线 8.5 公里袁造价 7.7 亿元袁桥隧
比接近 50%袁两年内建成袁开辟了高速公路建设
速度的先河遥

2015 年袁是桥隧公司加固维修事业改革的
第一年袁也是开始实行自营道路的关键年曰通过
自营和合作两种经营模式的结合袁 进一步扩大
了桥隧公司在加固维修板块的影响曰12 月底袁
桥隧公司在缅甸签署了一项桥梁维修加固任
务袁 标志着公司维修加固事业向国外拓展迈出
了历史性的第一步遥

2015 年袁桥隧公司成功获得了公路交通工
程专业承包交通安全设施分项资质袁 进一步拓
宽了公司的发展空间及业务范围遥 桥隧公司的
高新企业申报成功袁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尧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和成长性得到认可遥

2015 年袁公司通过对外继续野招兵买马冶尧
对内继续推行野师带徒冶及野项目定期举行业务
培训冶等举措袁使人才结构更趋合理袁使新员工
得到了更快尧更全面的成长遥

2015 年袁公司党尧工尧团组织以推动发展尧
凝聚团队尧共创和谐为目标袁积极组织野五一冶尧
野五四冶尧野六一冶尧野十一冶尧野狼牙山红色教育基地
参观冶尧野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考试冶 等一系活
动袁加强了企业的文化建设袁提高了公司的凝聚
力遥

桥隧公司

检
测
公
司

2015 年袁试验检测公司抢抓机遇袁明确目标遥坚持以文化管理人袁以
文化管项目的管理念袁有力的确保了企业文化精神内涵转化遥

一是人才文化培养。公司按照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袁培养和管理员
工, 成果显著遥 2015 年公司巴中项目获得了中国交建总经理部授予的
野先进集体冶荣誉称号袁项目经理杨红霞也获得了野优秀个人冶的荣誉称
号等遥

二是项目创新尧艰苦奋斗遥 我们公司几个项目地形复杂尧条件艰苦袁
但各项目领导率先垂范袁身先士卒袁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全体项目人员
迎难而上带头创新遥

渊1)对所有试验人员进行三个月轮岗袁以便所有试验人员能全面掌
握试验室全面工作袁培养全方位的试验检测人才遥

渊2)自主独立配置了 C50 自密实微膨胀混凝土的工作袁为我们检测

公司以后开展该项工作提供了原始资料遥
(3)预制构件工程量大袁丘陵地区施工预制场受约束遥 制定切实可行

的 T 梁预制方案与供应计划袁并配备充足的施工设备遥
渊4冤在福州地铁项目技术上我们使用了地铁监控系统遥
三项目责任文化遥 项目员工自觉践行项目管理方针袁根据每个项目

的特点袁研究制定了属于自已的项目员工岗位目标责任遥 检测工程师陈
荣袁 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一批批年轻人袁 让更多的年轻人受
益袁野传帮带冶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遥

四是精细化文化遥 各个项目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袁为节约成本和保证
质量袁 不断优化混凝土配合比袁C50 配合比采用 P.042.5 水泥得到了总
监办尧业主的认可袁为青海循隆项目节约成本上千万遥

2015 年袁 是总承包分公司的 野管理提升
年冶遥一年来我们锐意进取袁披荆斩棘袁阔步前
进袁以精细化管理提升增效益袁品质保障促发
展袁 创新引领新超越袁 实现新签合同额 7.34
亿元袁 营业收入 17.34 亿元袁 利润总额 8243
万元袁超额完成了局下达的各项生产指标遥

2015 年袁总承包分公司野抓开发袁促经
营曰抓施工袁促生产冶袁野双箭齐发冶带动公司发
展遥 不断开拓市场袁增强竞争力袁安全尧质量尧
进度尧环保尧文明施工环环推进曰目标责任制
扎实推进袁稳扎稳打全面覆盖院蓟汕 6 标多次
在天津市组织的各类检查评比中名列前茅并
喜获天津市 AA 荣誉曰 福州地铁 2 号线 5 标
在 2015 年第三季度信用评价结果中通报表
彰第一曰 京新临白八分部在集团评比中多次
获得好成绩袁 全年累计获得业主各类奖励
644 万元遥 筑精品工程袁树总承包品牌形象遥

2015 年袁总承包分公司砥砺奋进袁攻坚
克难袁成绩斐然遥 在局 2014 年度 QC 成果评
选活动中袁 蓟汕 6 标 叶预制箱梁施工质量控
制曳荣获二等奖曰丰忠项目叶石质坡面近距离
施工防护曳尧叶墩柱保护层施工质量控制曳尧京
秦项目叶预制小箱梁外观质量控制曳荣获三等
奖遥唐津 2 标叶泡沫轻质土路堤施工工艺与应
用技术研究曳尧叶泡沫轻质土拓宽拼接路堤施
工工艺与应用技术研究曳尧叶泡沫轻质土直立
式路堤施工工艺与应用技术研究曳3 项成果
获交通运输企业协会公路科技创新成果二等
奖袁 同时荣获局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曰叶公路
桥头跳车处置新技术与应用研究曳袁荣获中国
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袁 局科技创新成果
一等奖曰蓟汕 6 标叶钢筋网绑扎胎膜研究曳荣
获局科技创新成果三等奖曰京秦项目叶滑触线
在公路工程预制梁场的应用研究曳袁荣获局科
技创新成果三等奖遥

2015 年袁 总承包分公司推进创先争优袁
热心履行社会责任遥 抓学习袁重实效袁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成效显著曰抓承诺袁强执行袁野领导
班子建设年冶有声有色曰抓制度袁重监督袁党风
廉政建设成绩显著遥

总承包公司

时间如奔腾的河流袁2015 在奋发拼搏的前行中悄然溜走遥
记忆浮沉袁寄慨遥深遥
这一年袁我们在局领导的关怀尧公司领导的指引和全体员工不倦的支

持尧长情的陪伴中袁积极成长曰
这一年袁公司全新的发展理念诠释了企业发展初期的正确战略选择曰
这一年袁我们助力了企业在创业初期披荆斩棘袁蓬勃兴旺曰
这一年袁我们筑梦的版图不断扩大袁我们作为建设者仍保持初心遥
5 月袁我们众志成城袁顺利取得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袁为资质

的进一步升级和企业腾飞奠定了基础曰
7 月袁我们喜迎 25 位新生袁这些洋溢着喜悦的清纯面庞为企业注入新

鲜血液曰
7 月袁我们组织党团骨干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袁引导大家缅怀先烈袁

自强不息曰
8 月袁我们正式组建 BIM 小组袁开启项目管理新纪元曰
10 月袁秘鲁项目接连中标的喜讯传来袁三公局乃至中国交建南美市场

的宏伟序幕就此开启遥
1 年袁365 天袁8760 个小时袁525600 分钟袁
我们完成竣工面积 108786 万平米曰
我们让数千居民喜迁新居曰
我们建设的工程项目累计 6 次获得业主奖励曰
我们正式打响高速公路配套设施建设品牌曰
我们承建的收费站系统顺利启用袁保证了多条高速公路的顺利通车和

集团投资成本的及时回收曰
我们向肯尼亚尧秘鲁分别派出 137尧18 位业务骨干袁投身筑梦海外的新

征程袁助力野中交蓝冶在东非尧南美的辽阔疆域大放异彩遥
时间就是如此袁徜徉其中常觉缓慢袁定睛回望袁弹指之间遥
我们不断付出的努力袁背后是永远不变的初心曰
我们是欣欣向荣的创业公司袁我们的团队年轻而有朝气遥
如今袁2016 年悄然而至袁整装待发的重新开始袁在这成长的岁月里袁劲

头正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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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野一带一路冶发展的重要
一年袁也是蒙内标轨铁路第八项目部大
干的一年袁在过去的一年里袁蒙内八标
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袁下面用一组数字来
说一说这一年的变化与成绩遥

工程进展：
土石方工程院 设计方量 394.73 万

方袁2015 年度完成 256.9 万方袁 占设计
量的 65%曰产值 2600 余万美元遥房建工
程院 已开工单体 34 个袁 其中结构封顶
15 个袁 设计量 124617 ㎡袁2015 年度累
计完成 16012㎡袁 占设计量的 12.85%袁

占 2015 年度计划的 148.26%袁产值 600
余万美元遥

人力配置：
中方进场人员 221 人袁 当地雇员

1550 人曰中肯人员比率约为 1院7遥 房建
工程施工中肯方员工比例已达到 1:20袁
有效的节约了人工成本遥

物资设备：
第八项目经理部目前共到场机械

设备渊含后勤办公车辆冤共 152 台渊套冤遥
各类物资配件累采共计 1185.16 万美
元遥截止到 2015 年 11 月底各类材料配

件消耗 857.183 万美元曰库存 327.98 万
美元遥

人才与培训：
2015 年项目部完成肯方雇员招聘

共计 1668 人遥至 2015 年 11 月袁第八项
目经理部共组织 62 次安全教育培训袁
其中包括 24 次针对肯方员工的专项教
育培训遥

安全与保障：
安全专项费用使用情况约为院105

万美元渊包括安全生产费用和公共安全
费用冤遥投入安保力量 156 人袁切实保障

项目施工顺利推进遥
项目党建：
项目现有党员 35 人遥 由 5 个党支

部构成袁下设 10 个党小组袁形成网格化
管理袁在关键岗位和关键技术上袁均有
党员的身影遥

项目在 2015 年共获得绿牌 8 次袁
奖 励 与 表 彰 7 次 袁 共 计 获 得 奖 励
830000 美元遥

“数”说蒙内八标

、五公司举办“筑梦中，交圆

梦”海外演讲比赛

、一公司嵩昆项目开展“青年

突击队”授旗仪式

、四公司开展“劝诫烟民行义

举，灭掉烟头燃希望”志愿者

活动

、桥隧公司举行狼牙山纪念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

争胜利 周年活动

、三公司嘉通 标举办职

工举办集体婚礼

、建筑公司咸通项目参加第

二十五次全国助残日活动

、三公司蒙文砚一分部给落

水洞小学捐赠被子

、二公司开展青年员工“成

长、关怀、责任”座谈会暨“五

四”表彰会

、试验检测公司“五四”青年

活动

、总承包公司青海项目“同

饮一江水 共护母亲河 行动在

我们”公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