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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宏观经济下行，工程建设企业面临

着严峻的形势，开工不足，资金紧

张，任务量大幅减少。在不利的市

场环境面前，是故步自封还是拼搏

进取？天津城建集团滨海路桥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滨海路桥） 选择了

后者，他们通过自主创新、走差异

化发展之路，使企业在经济寒冬中

一枝独秀，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当传统施工企业纷纷陷入激烈

的同质化竞争的时候，当拼规模、

拼速度成为市场的主流发展模式

时，滨海路桥却独辟蹊径，埋头打

造核心技术，率先在少有企业涉足

的桥梁公路养护领域掘金，思路之

变带来企业科学发展的新空间。

自主创新成就王牌技术

随着市政建设的飞速发展，使

用钢箱梁做桥面已成为桥梁建设的

趋势。但是，由于其表面较水泥桥

面要光滑、温度低，给表面的沥青

砼铺装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多年来在施工中一直使

用进口双组分环氧沥青做原料加工

沥青砼。然而，造价高、运输难、

储藏难、管理难等问题一直困扰施

工企业，同时，由于其成分配比始

终难以掌控，在加工、施工过程中

只能受制于国外原材料的配比质

量，一度使我国沥青砼的加工和铺

装质量处于被动局面。

打破这一局面的“黑马”就是

滨海路桥。这个成立于2007年的年
轻企业是天津城建集团集中优势资

源所组建，是集市政、公路、桥

梁、钢桥面沥青砼铺装、污水处理

厂及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于一体，同

时从事沥青混凝土加工和销售的企

业。

在起步阶段，缺项目、少资

质、负债经营。但滨海路桥始终秉

承一个信念，就是要打造专有技

术，以创新打开市场。

天津富民桥是全国第一座成功

运用国产多组分新型环氧沥青摊铺

钢桥面的工程，创造这个第一的就

是滨海路桥。在施工中环氧沥青铺

装采用的是由东南大学经过多年实

验研制的国产多组分新型环氧沥

青。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宝贵的科研

成果曾一直停留在实验室数据上，

而在富民桥上应用，则是将这一研

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首次尝

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建设

部、天津市领导的高度评价。这一

创新之举打破了钢桥面铺装沥青砼

由进口原料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国

产多组分环氧沥青打开了市场，为

发展民族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在武汉天兴洲大桥工程

中，滨海路桥再次创造了奇迹：第

一次成功地将国产环氧沥青运用到

跨长江的特大桥的摊铺，受到了住

建部、交通运输部、武汉及天津市

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

滨海路桥敏锐地抓住我国近几

年桥梁事业，尤其是钢结构桥梁建

设蓬勃发展的机遇，顺应钢桥大范

围应用的必然趋势，以钢桥面摊铺

为突破口，借助科研机构和其他社

会力量，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之

路，引进国际国内高精尖技术，打

造特种沥青摊铺专业优势，打造王

牌技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助

推企业发展。

几年来，滨海路桥还致力于实

施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战略、不断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推行先进的精细

化管理理念、建设高素质的施工建

设队伍，使之成为支撑起国产环氧

沥青钢桥面铺装这一先进技术的四

大强力支柱。

探索差异化发展新空间

如果说埋头打造专有技术，通

过技术创新赢得市场是滨海路桥实

现差异化发展迈出的第一步，那

么，此后的一系列差异化发展战略

更是以超常规思路实现着经营模式

的不断突破。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高

速发展之后，2011年开始进入经济
结构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期，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规模不断缩小，导致建

设市场的竞争日渐严酷。这是每一

个工程建设企业必须要面对的现

实。为应对这一挑战，滨海路桥在

分析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的同时，

经过不断探索，开始进入一块尚未

全面开发的领域———桥梁维护。

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
年，我国公路桥梁建设规模逐年递

增。1988年全国公路桥梁仅12.4万
座，累计长度3400公里。2008年，
上升为55万座，累计长度2.1万公
里。2010年，上升为约66万座，累
计长度达3.1万公里，其中不乏世界
级规模桥梁。据专家预测，到2020
年，我国已建成桥梁将达到80万

座，成为世界第一桥梁大国。同

时，随着桥梁使用年限的增长，到

2020年，我国将有约24万座桥梁需
要维修加固，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市

场。

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

的桥梁养护维修管理体系。而由法

国1923年重建的万国桥（新中国成
立后改名为解放桥）和由德国1909
年建设的原天津西站，分别记载于

法德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台账中，

时隔大半个世纪，法德两国管理系

统发出建议，提示这两座历史建筑

已到彻底维修加固年龄，这是管理

系统成熟的最好范例。

因此，分散式、松散型个案式

管理已不能适应我国的发展现状，

需要加快健全桥梁维护管理体系，

配合管理体系对工程实施有效分阶

段管理、检查、收集数据、分析处

理，最后做出决策。同时，巨大的

市场需求尚未产业化。受目前市场

规模限制,专业桥梁加固设计和施工
单位较少,多为桥梁设计或施工单位
兼做,尚未形成专业加固设计施工综
合单位,制约了新工法新技术的推广。
既然市场庞大,有充分的发展空

间,业界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体
系、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下,谁先涉足
谁就是权威。因此，滨海路桥公司

凭借自身优势开始了大胆尝试。

今年8月，继成功进入高速养
护市场后，滨海路桥又进入大型桥

梁维修领域。8月28日，滨海路桥
召开了滨海新区“一路一桥”工程

推动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志勇说，我们承建的滨海大道养护

工程作为天津市唯一一项五年工期

高速养护项目，海河大桥维修桥面

铺装工程作为天津市首座旧桥钢桥

面维修改造工程，意义重大。

市场开发领域不断延伸

差异化发展思路带来企业市场

开发工作的全面上水平。滨海路桥

总经理李湘云介绍说：“2011年，
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存在很多不确

定因素。为应对市场萎缩，规避主

流行业竞争风险，我们及时转变经

营思路，调整开发策略，提前规划

投标方向，开发工作实现了‘百花

齐放’。”

首先，用足用活资质资源，充

分挖掘公司的内在价值，成功中标

1.2亿平的潮白河大桥项目，开创了
公司成立以来桥梁施工项目单体中

标金额的最高纪录。

其次，实现以点带面、滚动开

发，凭借在两湖地区的良好声誉，

中标湖南宜凤高速公路路面工程并

圆满完工，巩固和扩大了既有市场。

第三，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竞争

优势，共承接养护项目8项，中标
金额达1.225亿元，成功挖掘养护市
场的巨大潜力，特别是海滨大道养

护项目，工期五年，为抢占市场赢

得了先机。

第四，参与新疆代建项目建

设，通过发挥管理、技术、人才优

势，各项工作走在全国援建队伍前

列，既顺应国家投资建设的形势，

又为探索更为广阔的外埠市场树立

信心。

第五，参与西站改扩建工程、

天津站交通枢纽工程、轻纺大道及

北洋园等多个重点工程的建设任

务，“滨海路桥”的品牌效应和社

会信誉持续提升。

第六，推进公司的投资建设一

体化进程，初步实现经营战略思想

上的转移，在克服资金压力的同

时，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凸显。

科技创新带动施工质量

几年来，滨海路桥高度重视健

全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平衡质量

和效益的关系，以科技创新带动施

工质量提高。

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特别

是成果应用、推广扶持力度和科技

创新奖励力度，为技术创新创造良

好的体系平台和环境氛围，打造科

技带动施工的企业形象。2011年年
初下发《滨海路桥2011年科技、信
息化工作要点》，紧紧围绕解决工

程建设中的技术难题，坚持科技、

信息化为生产服务，科技、质量工

作取得可喜成绩：通过西青道下沉

隧道沥青混凝土铺装工程，完善特

种沥青铺装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阻

燃沥青的施工技术水平；在海河大

桥钢桥面修补工程中，首次运用新

型聚合物混凝土铺装技术，获得圆

满成功。公司自主研发并申报的两

项实用新型专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

局审定并授权，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全年共获得集团科技进

步奖三等奖1项，天津市市政公路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公路
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 《长
距离大管径过河顶管施工工艺研

究》获“天津市科学技术成果”称

号；荆岳大桥项目部获得集团“人

才科技先进集体”称号；两个QC小
组分别获得“2011年度全国市政工
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三等奖”

和“2011年度全国市政工程建设先
进质量管理小组称号”；环氧沥青

智能洒布机的研制成果完成验收和

成果登记；西站八标和西站五标均

获得“2011年度结构海河杯”；全
年共发表论文19篇，并多次组织科

学技术领域的培训和交流。

率先高质量完成援疆工程

2011年，滨海路桥受天津市市
政公路管理局委托,代表天津城建集
团实施和管理新疆代建项目 ,包括
S103线艾维尔沟至鱼尔沟段公路项
目和G3012小草湖至和硕段公路改
建工程两个项目。

S103线艾维尔沟至鱼尔沟段公
路 项 目 是 新 疆 干 线 公 路 网

“57712”工程中“五横”中第五
横的组成部分，是连接南疆地区

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一条

重要的能源公路，对助推南疆经

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

工程于2011年4月12日正式开工建
设，实际完工时间为2012年9月，
提前2个月完工。

G3012小草湖至和硕段公路改

建工程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中连

云港至霍尔果斯高速公路联络线吐

鲁番至和田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连接南北疆的最主要公路

通道和唯一能常年通车的公路通

道，对新疆经济尤其是南北疆经济

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工

程于2011年6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2012年9月按时完工。
两项工程自实施以来，天津城

建集团代建指挥部积极落实交通运

输部交通援疆工作，认清形势、把

握机遇、合力攻坚，争分夺秒紧抓

黄金期的施工，加快工程进度，确

保工程质量。

项目全体参建人员以打造精品

优质工程、造福当地百姓为目标，

狠抓施工质量，不断优化施工组织

设计、工程进度计划，积极克服征

迁难度大、有效施工期短、施工环

境复杂等困难，确保了项目顺利施

工，使主线提前通车，为畅通南北

疆运输大动脉作出了积极贡献。

通过全体参建人员的努力，这

两个项目成为全国支持新疆公路建

设工程中最先完工并实现主线通车

的项目，这两条公路的建成不仅是

天津城建集团在伊斯兰教重大节日

古尔邦节到来前送给新疆人民的礼

物，圆满完成了天津市政公路管理

局交予的援疆建设任务，而且以实

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滨海路桥公司援疆项目

指挥部受到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表彰,获“筑路先锋杯”优秀代建指
挥部荣誉称号。

通过科技兴企和差异化发展战

略，充分发挥特色业务和专有技术

优势，滨海路桥实现了规模效益快

速同步增长，2011年累计完成产值
9.46亿元，同比增长17.07%，完成
集团考核指标6亿元的158%，实现
利润1500万元，超额完成集团考核
指标。全年累计开发9.63亿元，同
比增长11.72%，完成集团考核指标
7亿元的137.6% （其中自有资质开
发6.08亿元）。完成投资额1.5亿元。
截至2011年底，跨转工程储备9.7亿
元。首次跨入集团“骨干企业”的

行列，连续两年获得集团“先进企

业”称号，新疆代建项目、西站交

通枢纽、轻纺大道等多个重点工程

得到社会肯定，津南大道BT项目、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个经营亮点受

到行业关注。

滨海路桥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彭飞 张燕丽

富民桥

企业担负重任

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

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根

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实需求和应

对国际挑战的需要作出的事关现代

化建设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决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重

要的责任。

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按

照“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

南北生态”的总体战略，天津坚持高

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

着力推进重点地区建设，不断加强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城市

服务功能和载体功能，着力打造独

具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

五年来，天津市城建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持续增长，累计完成市政

投资 3527亿元，交通投资 1676 亿
元，房地产投资 3841 亿元，三项合
计 9044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总量的 36.4%。

随着铁路、港口、机场、高速公

路、城市道路和轨道交通领域一系

列项目的建设和完工，天津市以打

造大通道、建设大枢纽、构建大交通

为目标的交通体系已初步形成，交

通设施承载能力显著提升。

随着奥体中心、津湾广场、文化

中心、天津站、天津西站、天钢柳林

地区、海河两岸、泰安道五大院、意

式风情区、梅江会展中心、于家堡、

响螺湾、海河教育园、团泊健康产业

园等一批重点地区加快建设，天津

的城市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城市

品位和特色进一步提升。

随着市域综合交通、轨道线网、

电力空间、供水、排水、环卫、邮政、

消防等一大批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实

施，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不断

提高；结合 20 项民心工程，围绕住

房、教育、医疗和养老设施等一系列

规划设计和建设，促进了公共设施

的均衡发展，改善了广大群众的生

活质量。

一个“大气洋气、清新靓丽、中

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天津展现在世

人面前。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是千千万

万市政建设者攻坚克难，挑战空间、

挑战时间、挑战自我的勇气和力量。

一个个城市规划在他们的手中变为

现实。他们以智慧和汗水为天津奉

献出一个个精品工程，这些凝固在

钢筋水泥上的艺术将伴随天津缔造

新的辉煌。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天津

城建集团是天津市市政公路建设行

业唯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多年

来，为天津及全国市政公路建设做出

了突出贡献，在一系列重点工程建设

中建功立业，完成了一系列急难险重

任务，素有“城建铁军”之称。本期报

道中的总承包公司、路桥建、滨海路

桥、天佳等企业都是天津城建集团的

中坚力量，在集团的光辉历程中都曾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天津城建集团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了“设计引领、

投资拉动、施工跟进”的发展战略，

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等

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

无数像天津城建集团这样的企业正

汇聚成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这就

是真正的中国动力之所在。通过“竞

争中求生存、拼搏中谋发展”的市场

洗礼，他们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

集聚了人才、储备了技术，更重要的

是彰显了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这

种精神力量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进程中最宝贵的财富。

《动力中国 天津速度》之

彭飞 杨子炀 侯金梅

国资委、集团及公司领导（北石林）

我们发现，天津精神同样贯穿于企业经营之中。无论是在经济增速连年攀升的顺风期，

还是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困难时期，企业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职责，千方百计求生存、谋发展，

为社会、为员工扬起希望之帆。越是在市场竞争严酷的时期，企业越是要向创新要效益。从

他们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