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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

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按照“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

两带，南北生态”的总体战略，近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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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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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升了天津交通设施的

承载能力；奥体中心、津湾广场、文化

中心、意式风情区等一批重点地区加

快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天津的城市服

务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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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城建扮靓摩登天津
侯金梅本报记者 彭飞

很多到过天津的人都说，现在的天津比以前

更漂亮了。过去天津漂亮在她充满异域风情的小

洋楼，擦肩而过，让人有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之

感；现在天津更为摩登的是海河上那姿态万千的

桥，四通八达而又宽敞平坦的路……

海河上的桥千姿百态———奉化桥

卫津路景观改造 大沽桥夜景

后记

企业的发展一旦与城市需求相接轨，就会迸发出无

限的活力。因为城市与产业是相伴而生的，产业是前提，

城市是平台。布局 2013年之时，天津城建不仅注重顶层

设计，抓好源头，而且将企业发展尽可能地与城市甚至

国家发展的热点相结合。于是，在扮靓天津这个大舞台

上，他们有机会挥毫泼墨，尽情发挥。最终，丰富了城市，

也完美了自己。

李凯健董事长说，深化科技研发水平，可以为企业转型升

级提供核心动力。所以，今年集团将加强重点科研课题研发。

各公司要结合工程实际和企业情况，深度挖掘与研究前沿性

的科研技术。要结合浙江 03省道等工程项目，开展山区工程、
1日路改造、超长隧道等多方面的综合施工技术研究；结合安
阳桥等城市景观桥梁，对新型钢结构桥梁结构设计与施工进

行深化研究；结合地铁 5、6号线施工，开展深基坑支撑轴力施
加关键施工研究；结合津沽污水处理厂、金钟街污水处理厂等

工程，开展大口径长距离顶管施工、基于 MBR 工艺中小型污
水处理站最优工况施工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同时，开展桥梁预

制标准化的前瞻性研究、道路设计与施工长寿命关键技术研

究、天津市道路交通 BRT 系统研究、慢行系统研究、固化土路
基设计施工及相关技术研究、滨海新区软土地基排水管道设

计与施工成套技术等研究。

积极进行集团级科研课题立项，各公司至少完成 1项集
团级科研立项。集团将组织高水平的科研课题申报建委及科

委科技立项，并积极申报住建部和国家级科研课题。对于目前

研究的市级、建委级和集团级重点课题，要严格按照科研合同

要求，确保如期完成。

今年，集团将组织开展两年一度的集团级科技进步奖评

选工作，并积极申报市级科技进步奖、华夏科学技术奖、中施

企协科学技术奖、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等高级别的科技

奖项。

加大标准、专利及工法的研究，也可以提升集团技术领先

优势。目前，《天津市政公路桥减震、隔震设计规程》、《现浇桥梁

用碗扣式钢管脚手架施工技术规程》等四项天津市地方标准，

由设计院、三公司等为主编单位，集团会加大组织力度，确保在

本年度内高质量地完成，进一步提升集团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

优势。

进一步加强专利申报工作，尤其是发明专利的申报；开展

集团级优秀工法评选，组织 2013年度市级、国家级工法申报。
各公司要对优秀工法进行总结，提升工法申报水平，至少完成

1项集团级工法或者专利授权。
城建集团要求各公司提升施工组织设计编制质量，加强

规范化管理工作；加大施工组织设计的方案比选，通过先进的

施工技术，降低施工成本，努力提升施工技术经济性；加大专

项施工方案的专家论证，确保重点难点工程的技术安全性；要

根据天津市地方标准和集团关于施工组织设计的相关规定，

理顺管理环节，明确管理职责，通过完善施工组织设计管理，

进一步夯实施工技术基础管理工作。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转型升级”

是今年城建集团的工作主线。李凯健

董事长说，依靠投资拉动主业发展，

是集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行之有效

的重要举措。按照党委扩大会“推进

融投资模式多样化、总量规模化”的

部署，今年城建集团融投资建设的着

力点体现在加大融资力度，为做大投

资规模提供资金保障；积极开拓新的

投资项目，为做大投资规模提供项目

储备；有序推进在建投资项目进展，

确保投资收益。

他说，随着集团与中信银行合作

发行 5亿元中期票据获得批准，集团
将完善融资平台，着力改善债务结构，

尽最大可能削减施工占压资金，有效

地将资金使用向投资类项目倾斜。针

对国家宏观货币政策趋紧带来的影

响，集团及所属各投资类单位都会加

大融资力度、深化银企合作，多渠道、

低成本引进资金，提高资金保障能力。

同时，集团还会拓展视野，尝试与保

险、基金、信托等非银行资金开展合

作，力争突破“银行贷款”单一融资模

式瓶颈，实现融资渠道多样化。

密切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

方向，选择政府信誉好、实力雄厚、资

本运作意识强的区域，以城镇化项

目、生态建设项目、区域经济项目和

城市综合性区域开发为重点，积极寻

找规模适当、风险可控、回报理想，并

且能够发挥融投资一体化、规划设计

施工一体化优势的项目，建立长效经

营和发展基地，也是积极开拓新的投

资项目的好途径。近期，集团着力与

浙江省交投集团、国开行等开展合

作，积极参与 03省道续建、杭州萧山
机场大道、杭州第二绕城高速以及余

姚至丽水高速公路等 BOT、BT 项目，
力争在浙江市场创建区域性滚动开

发基地。

同时，集团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

施工板块子公司适度参与投资性建

设。敦促负债较低的子公司，积极寻

找适合本公司实力的投资项目，按集

团《投资管理办法》加强前期风险论

证、严格程序审核，逐步扩大投资拉

动板块在综合营业额中所占的比重。

企业转型升级能否成功还取决

于深化资产管理企业改革的程度。

今年，集团将加强实物资产管理，提

高资产使用效益。在开展资产普查、

清晰掌握集团实物资产状况的基础

上，根据集团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

继续加强重大资产购置的管理，做

好实物资产投资的调研分析、经济

评价，合理配置资产，避免重复购置

和资产闲置。对于重大实物资产的

处置，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实地查勘、

评估。同时，想方设法盘活闲置资

产，切实发挥资产效能，降低企业固

定费用支出。

在推进改革改制，优化股权结

构，理顺运行秩序方面，集团已经要

求各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

切实可行的方式，继续做好增资工

作，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

资本基础。

在经济低迷已成为全球经济新

常态，市场需求成为全球竞争最稀缺

资源的大背景下，天津城建集团牢牢

把握发展的主动权，首次提出了“6个
市场”概念，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凯健说，今年我们将按照巩固中

心城区市场、抢抓区县市场、提升滨

海新区市场、拓展外埠区域和境外市

场的总体要求，提高政府投资的公益

性项目市场份额。

李凯健说，这六个市场的开发将

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要想抓牢这

些市场，我们首先要提高政府投资的

公益性项目市场份额。集团层面主要

掌握建设规划，强化对外一盘棋思

路，继续加强全市公路及市政大项

目、大标段、集群项目的标前报备、标

前协调工作，提高集团整体中标质量

和中标率。年内，集团要完善修订《集

团内部同质竞争协调意见》，注重资

源整合、减少无序竞争，根据项目需

求，综合考虑子公司任务和资源能力

情况，协调、确定子公司投标趋向。各

公司继续坚持公司法人负总责、分管

领导抓具体的总体开发要求，跟踪政

府年度规划的实施走向，抓信息源

头，关注全市新立项并当年开工项

目，提前介入与市城投、市建设集团

等各大小业主的沟通，领会建设意

图、做好前期工作、用足企业资信资

质，培训、壮大高素质开发团队，坚持

专业人才标前把关，杜绝低级错误出

现，超前成本预测，不投低于成本标，

努力提高中标质量。

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人们对于

城镇化的关注度再度升温。从全国的

角度看，有消息称，全国城镇化工作

会议将首次作为专项会议在全国两

会之后召开，届时将颁布《全国促进

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
年）》。这个《规划》可能会涉及全国 20
个左右城市群、180 多个地级以上城

市和 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为农民市
民化提供发展思路，有关部门的预测

是，城镇化在未来十年可以拉动 40
万亿元的投资。在天津，市长黄兴国

在 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
调，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运用宅基

地换房办法建设 43 个示范小城镇，
帮助 45万农民迁入新居。这对我们
城建集团来说，都是巨大的商机，我

们应该机制灵活，抢占工业园区、城

镇化建设等项目市场。

除了布局天津之外，今年，城建

集团还要继续实行跨区经营，持续扩

大外埠及境外市场。

与去年同期相比，城建集团目前

在施项目相对较多，城建集团董事长

李凯健说，目前，南站配套项目、津沽

污水处理厂和地铁 5、6 号线等项目
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为创造良

好开局、一季度高起步提供了条件。

这些项目对天津来说，都是重之又重

的重点工程。

天津南站配套交通工程是一个

改善天津交通状况，为乘坐京沪高铁

动车的乘客提供最为便捷的换乘体

验，完善天津整体交通结构的重点工

程，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整个配套工程是从天津

地铁 3 号线终点华苑产业园区站向
西南高架敷设至京沪高铁天津南站，

全线线路全长约 4.1km。集团已经下
达进度要求，下属的总承包公司、一

公司、五公司要确保 4月底车站主体
完成、5月底区间主体结构完成。

津沽污水处理厂是天津“十二

五”期间重大环境工程项目，它的建

设标志着纪庄子污水处理厂迁建工

作正式启动。建成后的津沽污水处理

厂将成为处理标准、处理工艺、绿化

除臭、资源利用等具备国内领先水平

的大型污水再生水利用中心。规划服

务面积 286 平方公里，范围为西至北

门内大街、南开三马路、崇明路、津涞

公路，东至大港和津南边界，北至海

河，南至独流减河。涉及中心城区的

河西区、和平区、南开区，西青区的大

寺、南河、王稳庄地区和津南区全境。

目前，城建集团有 7个施工单位参与
津沽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6 月份以
前将全部完工。

随着现代交通系统不断完善，天

津地铁 1、2、3 号线已经相继投入运
营，根据规划，正在施工的地铁 5、6
号线也将于 2014年完工。这两条地
铁线串起的是北辰、河北、东丽、河

东、红桥、南开、河西、西青 8 个区，

可以说是纵贯南北。两条线路在中

心城区形成一条闭合的“O”形地铁
环线。在这条线上，城建集团参建的

5 个公司共承建 8 座车站及 8 个盾
构区间，根据集团统一安排，年内将

完成车站主体结构，具备盾构施工条

件。

此外，目前城建集团在建项目还

有塘承二期、津宁东段、滨海西外环

高速公路、京秦、唐廊高速工程等等。

董事长李凯健说，按照黄兴国市长的

要求，公有投资项目必须创建优质工

程，天津市建交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

也将出台相关政策规定。

在天津，人们说起城建集团的

时候，总愿意在后面再缀上两个

字———铁军。因为他是天津唯一一

家以工程施工总承包为龙头，集市

政、公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污水

处理厂、建筑、大型钢结构、环保、房

地产开发的科研、设计、施工等为一

体的规模化、多元化并具有投融资

功能和境外经营权的大型企业集

团。

铁军就要堪重任。据不完全统

计，天津城建集团近年来承建的大型

公路、桥梁、市政公用建设项目就有

200多项，包括京津塘高速公路、津
晋高速公路、津保高速公路、津蓟高

速公路、唐津高速公路、沪宁高速公

路、太旧高速公路、京沈高速公路、合

安高速公路、广深珠高速公路、石安

高速公路、苏嘉杭高速公路、京沪高

速公路、京张高速公路、呼集高速公

路、呼包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部分区

段工程等等。

城建集团更是摩登天津的建造

者。从上世纪奠定天津城市道路网络

工程的“三环十四射”项目，到打造现

代天津人便捷出行方式的天津地铁

一号线、天津市区至滨海新区城市轨

道工程；唐津高速公路津塘互通立交

桥、天津市东南半环海河大桥、天津

市顺驰立交桥、天津滨海大桥、天津

快速路卫津南路立交、卫国道立交以

及天津市海河综合开发建设中大沽

桥、奉化桥、保定桥等。我们常说，城

市建设不仅要追求面子，更要做好里

子。由天津城建集团承建的天津纪庄

子污水处理厂、天津东郊污水处理

厂、天津咸阳路污水处理厂、江苏无

锡芦村污水处理厂等大型污水处理

厂工程，都是真正提升我们生活质量

的“里子”工程。

这样一个样样拿得起的城建铁

军，近年来也连续获得了国家优质

工程金、银奖、中国建筑工程鲁班

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中国

市政工程金杯奖等 30 余项和省市
优质工程百余项。并在大型城市景

观桥梁和城市立交桥、高等级公路

路面摊铺和软基处理、大型污水处

理厂、地铁盾构等市政、公路工程的

设计、施工领域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形成了一大批专利和专有技术。

2013，抓牢六个市场

战略转型成为今年工作主线

扮靓天津还要步步精心

被亲切地称为“铁军”

科研水平决定企业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