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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国际机场大道立交桥

在天津城建集团有这样一个企

业，十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快速扩张、

效益居首、行业一流，而且面对近年

建设市场的深度调整，依然满怀自

信、朝气蓬勃、傲立潮头；不仅为天津

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贡献了一批批

具有国际水准的标志性工程，而且为

天津城建集团连续十年跻身中国 500
强贡献了最强拉动力。当传统的经营

模式面临着严峻考验时，他们快速反

应、精准定位、及时转变发展方式，从

单纯施工向主业上游挺进，从金融创

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

了全新的尝试，迈出了将传统产业打

造成适应国际工程项目管理趋势、与

国际通行的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接

轨的现代企业坚实步伐，被誉为引领

集团发展的排头兵。这就是天津城建

集团总承包公司（以下简称总承包）。

做向产业上游挺进的支柱企业

彭飞 张燕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施工企业更是如此。总承包公司在十

年发展中，紧密结合结构、道路及综合工程等施工主业，始终

把握住科技务实、创新这个基点，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促进

了企业自主创新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

结构工程方面，作为公司的施工主业，不断发展自己的结

构施工技术能力。2006年，在富民桥工程中，首次探索了“单
塔独柱空间索面自锚式悬索”施工新工艺，创造了多项技术专

利，荣获了市“海河杯”金奖，并被评为国家优质工程 30年精
品工程；2008年，在塘汉快速路跨永定新河特大桥工程中，广
泛应用建设部推广的 9项 25子项新技术及光纤光栅自动测
温监控系统等先进科技，创新了“矮塔斜拉桥先梁后索”施工

工艺，创造了多项技术成果，其中《永定新河特大桥关键施工

技术研究》成果，已通过市级鉴定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成

果获国家级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该工程也荣获了“鲁班奖”；

此外，在海河国泰桥工程中，首次采用“桁式拱肋钢主梁三跨

中承式拱梁组合”桥形式，并取得了《梁拱组合结构施工新技

术研究》成果；在北京玉带河桥工程中，成功进行了《矮塔斜拉

桥设计施工成套技术研究》，这些成果均已通过市、部级鉴定，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分获市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及国家协会

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道路工程方面，作为公司的施工主业，不断发展自己的道

路施工技术能力。2007年，在国道 112线探索了《双向水泥搅
拌桩在施工中的应用》；2009年，在集疏港公路二期南段工程
中尝试了超软基道路路基加宽施工工艺，创造了《超软路基道

路路基加宽施工技术研究》成果，已通过集团鉴定并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2012年，在唐津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中，进行了《泡
沫轻质土在台背回填工程中应用研究》，成功破解了施工难

题。在路面施工中，凭借自有沥青混凝土拌和能力和摊铺施工

能力的传统优势，在津汕高速、天津大道等路面施工中建立起

自己成龙配套的路面施工能力。近年来，企业坚持走科研应用

一体化发展的路子，开发了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新产品，广泛应

用于钢桥面铺装，获得成功，并获市级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

企业还成功开发并应用了胶粉改性沥青混凝土、抗车辙剂沥

青混凝土及彩色沥青混凝土等新工艺，既满足了市场的多样

化需求，又增强了路面施工的竞争能力。

综合工程方面，从主业拓展的整体要求出发，不断发展自

己的综合施工技术能力。2003年，首次把“顶升平移”技术应
用于天津海河综合治理旧桥改造工程，在狮子林桥整体抬升

改造施工中首获成功，其后，又完成了北安桥抬升改造工程，

开创了“顶升平移”技术在城市旧桥改造中应用的先例；2004
年，首次尝试组织了津东农商营业楼整体迁移工程，并获成

功，开创了天津市大型建筑物整体平移施工的先例；2008年，
主持了天津西站主站楼整体迁移工程，在纵横平移 175米后，
至新址再垂直顶升 2.9米，成功开创了天津百年历史建筑物
整体平移顶升施工的先例；《天津西站主站楼整体迁移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成果，也已通过市级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成果还获得国家级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及市级科技成果

二等奖。多年来，企业先后组织“顶升平移”专业施工十余项，

获得专业研究成果 3项、市级以上工法 3项、专利 2项并多次
荣获市、部级科技创新成果奖，不断巩固了在这一施工领域的

领先地位。近年来，在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市内配套工程中，首

次尝试并应用了《超大型管幕箱涵顶进施工技术研究》，该成

果已通过市级科技鉴定，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十年科技务实创新，加速了企业施工技术能力与水平的

不断提升，把企业发展建立在不断强劲的科技基础之上。十年

来，公司共获得各种荣誉奖项 159项，其中，国家级奖 39项，
部、市级奖 120项；工程类奖 33项，其中“鲁班奖”3项；技术类
奖 24项，其中科技进步、创新奖 11项；此外，还创造施工工法
19项，专利 10项。去年，公司荣获国家优质工程 30周年突出
贡献单位称号，标志着总承包公司在科技兴企，向自主创新求

增长、求发展的路上，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

天津城建集团董事长李凯建对总承包的发展之路感慨良

多，他说：“十年，只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初创和成长阶段，总承

包公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更为重要的是，当初

设计它时，绝不是要为集团简简单单地多增加一家企业。”展

望未来，李凯建对总承包公司充满期待：“持续向产业上游挺

进，向相关领域拓展，向二三线城市延伸，向发达富裕地区渗

透；不断形成鲜明的经营理念，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精心打

造‘天津城建总承包’品牌形象，把优势做优，把企业做强，把

规模做大，继续向集团其他企业输出成功经验和创新样本。我

们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中，总承包公司仍然是集团最

具潜质、最有活力的支柱企业，仍然是实现特级资质的主力

军、推动发展的发动机、实施投资拉动战略的强劲引擎。”

李树槐说：“总承包公司创建之初，

是以施工管理为主业的管理型单位，管

理作为企业运行的基本手段，从一开始

就决定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

公司运行中，我们始终紧紧抓住管理要

素，不断深入地夯实这一主观基础。回

顾公司十年管理走过的路，我们主要抓

住了四个方面的务实与创新。”

其一是项目管理模式的务实与创

新。在施工企业，项目是最基础的环

节，项目管理也是最基本的管理。公司

管理运行从一开始就直接做到项目，

不要中间环节，并在多年管理运行中，

创造并完善了“委托完成”、“组织完

成”及“自行完成”三种项目管理运作

方式，在集团中率先建立起较为完善

的“扁平化”项目管理体系。随着企业

发展，公司中“三级”管理方式的出现，

因地制宜地对分公司的管理职权、管

理方式进行调整改造，使之由一级组

织职能成功地转型到对项目的管理职

能上来，转变为公司对项目管理手段

的延伸；企业还依据任务下达主体的

不同，建立起项目管理交叉运行、互补

互促的运行网络，创造出公司独特的

“层级”式“扁平化”管理新模式，并创

造了“直线式”与“交叉式”两种相互补

充的运行方式，建立起独具特色的项

目管理体系，不仅强化了管理效能，也

不断夯实了企业发展必备的管理基

础。

其二是经营管控方式的务实与创

新。施工企业创效的基础在项目，为不

断提升项目创效能力，提高企业经济

运行的质量，企业在多年实践中，总结

出一套以“二次清单”为主要形式的经

济运行管控方式，以此控制成本、增创

效益。运行中，不断改进并完善这一方

式，逐渐形成了公司及分公司对项目、

公司对分公司、项目对施工队四个层

面的具体操作内容与方法，在不同的

层面上层层进行预算分解、层层压实

经济责任、层层履行管控职责，有效提

升了企业创效能力，为公司连续十年

盈利无亏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是管理思路方法的务实与创

新。施工企业向管理要“效益”，必然要

求管理运行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

变，为加速这一转变，总承包引入先进

管理理念，结合多年实践，建立并逐步

完善了“集中控制、区域管理、条线监

控”的管理思路，并把这一思路付诸实

践，使之成为公司管理运行的“十二字

方针”。在管理运行实践中，以“集中控

制”，在关系企业经济命脉的关键环节

加强集中管控，确保企业经济运行的

有序与有效；以“区域管理、条线监

控”，在项目管理与职能管理两个角

度，强化“区域”、“条线”管控，以“集中

控制”为纲，以“区域管理、条线监控”

为目，编织起横到边、纵到底的管理网

络，以管理到位、管控有效的管理运

行，为公司十年来的持续稳步发展，构

筑起扎实可靠的管理运行基础。

其四是人才管理机制的务实与创

新。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于人才；为打破

国企人才机制“官本位”的制约，改变

人才发展“独木桥”的困扰，在多年探

索的基础上，2007年，企业把“项目经

理职业化”这一行业中议论多年的课

题付诸实践，着手建立人才管理新机

制。在这一过程中，把务实与创新相结

合，自主确立了机制建立及运行的内

部规则、考核评聘的实施方法以及相

关的阶段、程序与步骤，到 2009年，机
制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行；2011年，又顺
利实施了机制运行的第二周期运作。

在这一机制的建立、运行过程中，自主

评聘了三个级别的内部职业项目经理

（书记）队伍，成功搭建起人才锻炼成

长的平台，为人才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企业当前发展

与长远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持。

十年来，总承包在管理上不断自

我调整、自我完善，扎扎实实做好自己

的事，使总承包公司在管理上始终走

在集团的前列。多年来，公司荣获国家

及市、部级管理类奖 54项，综合奖 6
项，2011年，公司荣获全国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优秀企业称号。管理上的务实

与创新，使企业自强发展之路越走越

坚实。

即将到来的 2013 年将是总承包
成立十周年，从当初那个“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的管理型小单位，发展成为

目前城建集团的标志性企业，经营业

绩与规模实力均居集团之首，成为集

团大型骨干支柱企业之一，总承包准

确把握了每一次发展机遇，成就了一

次次的上水平。

总承包公司总经理李树槐说：“总

承包公司运行一开始，就面对着市场，

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说说容易做

起来很难，这不仅需要一定的实力，而

且需要适宜的思路，对于一个刚刚起

步的弱小企业来说，只能凭借自己在

思路上的务实与创新，在寻求市场机

遇中求得生存、实现发展。回顾公司十

年自主发展之路，我们主要抓住了三

次机遇、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选准进入角度，走

向稳步发展。2003年，天津市以海河综
合治理为龙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渐

入高潮，机不可失，企业果断地制定了

“抢入海河市场，辐射其他领域”的经

营战略，在强化海河改造市场开发的

同时，集中公司有限的力量组建了海

河项目部和专业施工队伍，在集团中

率先进入了海河旧桥改造施工领域，

并于当年完成了首座旧桥狮子林桥的

抬升改造任务，其后又相继中标并承

建了金汤桥、北安桥、光华桥、解放桥

等海河旧桥的改造工程；2004年，积极
进入开发区建设市场，成功建设了开

发区第九大街西延工程互通式立交

桥。与此同时，又相继中标承建了京沪

高速、京汕高速、京津高速等一批高速

公路的建设工程，并成功打入了外埠

建设市场。从 2003年到 2005年，公司
施工产值以年增 20%左右的幅度递
增，不仅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

稳步发展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第二个阶段，适时转型变体，拓

展发展空间。2006年，总承包成功中标
并承建了海河富民桥工程，该工程不

仅施工难度大，而且技术含量高，建设

这样一座高难度的大型跨河桥梁，对

总承包公司的自主施工能力来说，既

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又是一个严峻的挑

战。企业抓住这个契机，乘势强化公司

的自主施工能力，实现企业由“单一

型”到“综合型”的根本转变。集中公司

的精干管理力量，组建起规模大、功能

齐全的施工项目部，在近 20个月的艰
苦施工中，组织了广泛的工艺创新和

技术攻关，边干边摸索，边总结边提

高，终于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建成了这座高难度的跨海河大桥，不

仅荣获国家建设工程银奖和市“海河

杯”金奖，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尤为重要的是，总承包

终于走出了单一“管理型”的狭小空

间，向着施工、管理“一体化”综合发展

的广阔天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

其后的几年中，又相继建成了天津机

场大道立交桥、海河国泰桥、塘汉快速

路跨永定新河大桥以及宁波市通途路

立交桥等多项大型结构工程，并荣获

多项国优、市优奖项，这时的总承包公

司已成功实现了企业发展中的转型，

以愈加强劲的自主施工能力和管理能

力，跻身于集团大型骨干施工企业之

列。

在第三个阶段，把握市场机遇，实

现企业发展。2008年年底，在全球性经
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以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对施工企业来说是一

个普遍的利好；加上企业多年来在主

动适应市场上的不懈努力，在市场开

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造价达

12.2亿元“BT”项目的做成，使总承包
大大拓展了发展空间。不失时机地确

立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发展思

路，乘势而上地把企业发展跨越性地

向前推进一步，使企业实力与规模都

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稳步发展”

过渡到“加速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自

我突破，总承包一方面统一全员思想，

一方面调整工作布局，同时加强了施

工的规模组织与规模创效，深化了全

方位的管理运行，在全公司形成了加

速发展的共识，营造全员奋斗的浓厚

氛围。到 2009年年底，公司施工产值
超过 18亿元，增幅达 50%，经济效益
也实现了同步增长，成功迈出了加速

发展的第一步；2010 年再接再厉，在
“持续发展，稳步攀升”方针的主导下，

加速发展运行更加顺畅，经营效果进

一步攀升，到这一年末，公司施工产值

突破了 20亿元大关，并实现了经营效
益的同步增长，以不容置疑的经营业

绩和企业实力跃居集团首位。

在第四个阶段，顺应环境骤变，步

入持续发展。2010年底，国家实施宏观
调控，金融政策开始收紧，使建设市场

呈现出萎缩的态势，市场氛围陡然严

峻起来，施工企业开始面对市场的巨

大压力。总承包冷静分析了市场变化

的特点，重新审视了企业应对客观变

化的前景与对策，2011年，实事求是地
提出了“多元经营、创新发展”的新思

路，确立了“投资引领”与“主业拓展”

两大支点，并在这一思路主导下，实施

了诸如转变观念、调整机制、增强内力

等一系列工作对策；2012年，进一步提
出“稳步增长，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把公司工作转变到“投资建设一体化”

运行上来，既发挥施工主业的基础作

用，又发挥投资建设的拉动作用，把经

营思路的拓展与发展方式的转变统一

起来，以二者的互促互进充分拓展企

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发展思路的主动

调整，使公司从“快速”发展平稳过渡

到“持续”发展上来，在市场低迷条件

下，不仅保持了公司快速发展基础上

的领先优势，而且为此后新一轮大发

展积蓄了后劲。

十年来，总承包在发展思路上的

务实与创新，使企业自主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广。公司先后承建市内外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近 200项，全面进
入了天津城市建设各领域，承建的重

点工程主要包括：改造、新建海河大桥

9座；承建城市大型桥梁 24座；参建高
速公路 19项；建设大型污水处理厂 3
座；组织顶升平移特种技术工程 10项，
成功确立起企业在天津市城建市场的

应有地位；同时，公司还成功涉入 10省
市的外埠建设市场，基本形成了以天

津市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全方位发展

格局。总承包公司经过十年的自主发

展，已由集团中最弱小的企业，成长为

集团大型骨干支柱企业之一，成为集

团施工企业的排头兵。

准确把握每一个发展节点

总承包公司总经理李树槐在杭州 03省道项目指导工作

解放桥开启

十年快速发展，挺进行业一流

选准进入角度，适时转型变体，把握市场机遇，顺应环境骤

变，步入持续发展。

始终紧紧抓住管理要素
包括管理模式、经营管理方式、管理思路方法和人才管理

机制的务实与创新。

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

在结构工程、道路工程、综合工程三方面增强自主创新发

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