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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赵晓莉 赵国华 李建国

中国梦涵盖企业梦，企业梦印

证中国梦。

12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

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中铁十三局

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二公司）却在 12年间发生了梦一般

的变化。

这是一组“给力”的数字———12

年间二公司新签合同额、产值、实现

利润分别增长了 11.9 倍、6.37 倍、

40.79倍。

这是一组“闪光”的数字———

12 年间，二公司先后获鲁班奖 2

项，詹天佑奖 1 项，国家市政工程

金杯奖 3项，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13

项，科技成果 7 项，并荣获“全国优

秀施工企业”等多项“国”字号荣誉。

这是一组“幸福”的数字———12

年间职工收入增长 6.23倍，年均递增

56%以上；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率达

100%；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有所提升。

二公司 12 年来的跨越式发展

令人惊奇赞叹！人们不禁要问：这风

驰电掣般的发展是如何创造的？

足音如歌 唱出一个腾飞的梦

2010年8月，二公司第二次党代会
召开，确立了“打造中国铁建地铁一流

工程公司”战略目标。

3年多来，伴随着这一目标的隆隆
推进，二公司企业经济能量得到充分释

放，生产经营呈现出生机勃勃之势，曾经

的战略愿景正在变为触手可摸的蓝图。

区域辐射力、经营空间不断拓展。

目前，该公司已以广州、深圳、北京、南

京、成都、苏州、中山、广西、马来西亚等

9个城市地区为中心成立区域分公司。
经营呈现以公司为后盾，各区域分公

司“八仙过海，各显身手”的发展势头。

2012年，4个主区域分公司承揽额超过
20亿元，占公司承揽总额的2/3。分公司
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强了公司经济辐

射力，使包括华南、西南、华北、西南等

我国最具活力的几大经济区，成为公司

起舞市场的热土。

区域经营战略带来的不仅是经营

规模上的保障，还有产品档次的提升。

各区域分公司在实现滚动发展的同时

获得了较高的市场美誉度。成都、苏

州、南京称他们为“子弟兵”、“劲旅”，关

键时刻、重大工程请他们出手。昆明、

长春等十几座城市的主要领导都慕名

而来观摩学习，在深圳、成都等几个主

要地铁施工场地，每年接待各城市地

铁建设考察团合计上百次。

大发展的背后，展现的是成熟的理

性。发展的持续需要新创举的推动。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势在必行。由于国内

建设形势的微妙变化，该公司加大了有

轨电车市场的探索，并采用软进入、硬

进入相结合的方式积极介入。

12年弹指一挥间。一路走来，足音
如歌，二公司人铿锵有力地执着向前，

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创造了辉煌。一行

行奋斗的足迹，唱出开拓的旋律，奏响

腾飞的赞歌！

构筑企业地铁专业优势，由南迁后

的改变到书写企业专业辉煌，不是简单

的复制，而是一个创新与再造的过程。

2012年 8月，二公司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立，这是二公司南迁后的第五任

领导班子。在前四届领导班子励精图

治、奋发图强的努力下，二公司经过 10
多年市场风雨的磨砺，从一个只能拿瓦

刀、垒平房的兵改工企业，一举成长为

珠三角建筑市场上赫赫有名的劲旅。

如何构筑企业专业优势？续写地

铁主业辉煌的新思路在哪里？一道道

难题考验着新班子驾驭企业航船的能

力。二公司的领导班子跳出多年的思

维定式，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企业

发展问题，激发了全体员工“坐不住”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在新班

子带领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新一

轮发展热潮拉开序幕。

构筑地铁专业优势，必然要拓展

经营空间。“要实现大发展，二公司不

能只打‘广深牌’，要打‘全国牌’，向全

国大市场进军”。这是新班子在加快企

业发展上凝聚的共识。循着这一构想，

新班子在前任启动“走出广深”的基础

上，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加快了全国范

围的空间布局，在原有的广州、深圳、

北京、南京、成都、苏州分公司的基础

上，又先后抢占起昆明、合肥、南宁等

3 个区域市场，目前正瞄准常州、徐
州、太原三个市场，从而搭建起一个覆

盖我国发达区域的新企业框架，大大

拓展了公司经济版图。

构筑地铁专业优势，势必注重业

绩累加。12年来，该公司承建地铁工
程 41项，合同投资 101.87亿元，参建
地铁车站 34座，区间 61个，其中盾构
掘进 87.24公里。

构筑地铁专业优势，势必加强人

才储备。从 12年前的一个地铁施工团
队逐步裂变壮大为 15个地铁管理团
队，其中盾构施工团队 6个，每个团队
约 40余人，总计地铁施工 600余人，
管理技术干部占一半。

构筑地铁专业优势，势必增强设

备保障。该公司目前自有盾构机 11台
（套），外租盾构机 2套。另有三臂凿岩
台车等施工设备 300余台（套），经营
性固定资产 7.34亿元。

构筑地铁专业优势，势必加强科

技研发。广州攻克“大跨度、小间距隧

道”，捧回火车头奖杯；南京破解“软塑

流、多管线”，摘得詹天佑桂冠；深圳穿

越“强硬岩、软土层”，开启鼎盛盾构时

代；成都克服“高富水、砂卵石”，形成

国际先进成果；昆明下穿机场、穿越有

毒有害泥炭质地层，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12年间，二公司地铁工程获 1项詹
天佑奖，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8
项中国铁建科技进步和优秀工法奖；

取得 4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发明专
利，并获得 21项省、市授予的荣誉。

当前正处于城市轨道建设发展的

黄金期，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乘势

而上，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最大限

度地挖掘潜力，在确保经济运行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速度。否则，不快

则退，不壮则弱，不优则劣……

二公司 12年来的大跨越、大腾
飞，始于 12年前的战略抉择，始于
12 年前的举家南迁。南迁对于二公
司而言，犹如一种蝴蝶的蜕变，破茧

而出，就能自由翱翔。

12 年前的二公司，偏居长春近
郊的兴隆山镇，环境让人的观念始

终停滞在“镇”的水平，“兴隆山不兴

隆”的现实给当时的领导班子带来

的是“成长的烦恼”。

从企业自身看———经过兵改工

20 多年的现有发展，尽管企业面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规模只有

区区 3.2 亿元。受经济总量过小所
限，企业在国内知名度、市场话语权

影响力小，抗“风浪”的能力弱。

兴隆山不兴隆———市场任务份

额少：公司主营业务阵地在东北，外

埠发展无根据地，大本营市场有集

团公司、五公司、吉林公司和建筑公

司（六公司）等本企业单位同台竞

争，市场承揽仅是吃不饱、饿不死的

状态。

兴隆山不兴隆———专业优势不

突出：赖以生存的房建主专业不断

受到挑战，桥、隧道等其他专业不具

有竞争优势。

兴隆山不兴隆———人才大量流

失：2000 多名职工中有很多管理技
术干部出现两跑的现象，往发达地

区跑，往发展单位跑，这其中有机

关部门领导、项目经理、总工、技术

干部……给企业生产经营、队伍稳

定带来严重冲击。

跳出二公司看自己，二公司人

找到了不足；跳出二公司看外部，二

公司人看到了危机。如何破解难题？

二公司的发展在哪里？集团公司领

导急，二公司领导急，二公司员工

急。二公司人思变、图强、求富心切。

二公司领导班子围绕“二公司的前

途在哪里”进行了充分研讨，提出了

“机关南迁，经营重心南移”的建议，

集团公司领导果断决策“南迁深圳，

主营地铁”。

2001年 5月，二公司机关实施搬

迁。南迁，伴随着思想的洗礼，南迁伴

随着风气的净化，南迁伴随着理念的

升华，南迁伴随着思路的开拓。

历史的抉择带来历史性的发展。

南迁带动经营重心顺利南移。

2002 年，二公司承揽 7.1 亿元，较南
迁前，承揽任务翻了一番。2003 年，
承揽工程 29 项共签合同 16.43 亿
元，仅珠三角地区工程 14个，占承揽
总额的 56.9%。

南迁确立了立足地铁的发展战

略。南迁前，该公司仅广州地铁二号

线公元前—纪念堂区间一个地铁项

目；南迁后，广州地铁二号线三元里

折返线等 12 项工程相继上场。2002
年，一举打开深圳、南京两个地铁市

场，并在该区域实现轨道交通建设

的持续发展。

南迁拓宽了相关业务的多元发

展。到深圳后，根据发展需要，相继

成立爆破公司、设备材料租赁公司

和钢构公司等专营单位，占用资源

不多，产出效益不少。

战略南移破茧化蝶1

发展专业构筑优势2

3

前不久，从中国建筑业协会传来喜讯，由中煤矿建集团

施工的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矿井及选煤厂工程获中国建筑行

业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据了解，该工程不仅是全国

煤炭系统唯一入选的工程，也是自鲁班奖创立 25 年来，首
个煤矿整体项目（含选煤厂）获此殊荣，填补了我国煤炭建

设史的空白，也显示了中煤矿建集团高超的施工技艺。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矿设计年产量 1000 万吨，是华电
集团公司开发建设的第一对千万吨矿井，也是煤炭工业“十

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不连沟工程，我们不仅要干好，

还要干成精品。”中煤矿建集团董事长赵士兵在这个项目

建设之初就下达了死命令。为此，该集团立即从各单位抽调

了矿建和土建施工的精干力量，进驻现场展开施工。

“不连沟工程最大的亮点是‘技术新’。”中煤矿建集团

总工程师王厚良这样告诉记者。据了解，中煤矿建集团在不

连沟矿井及选煤厂的施工中推广采用了 10 项新技术中的
十大项 30子项 ,应用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其中 ,“小管棚超前
注浆技术”、“整体液压金属模板台车平行作业施工工艺”等

还被评为国家以及省部级先进工艺 ,另有多项成果获国家发
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在施工不连沟煤矿顺槽时，他们遭遇了总长度为 240m
的亚洲第一大切眼，其中包含三处断层和多处破碎带，跨度

最小处为 9.2m，最大处达到了 21.2m，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该集团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切眼的地质条件，多次

反复论证方案，最终确定了合理的支护方案和开拓方式，不

仅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还为项目捧回了矿方颁发的“创新

工程”奖牌。

“矿建和土建共 100 项单位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均为
100%，工程质量认证等级优良。”验收会上，矿方竖起了大
拇指：“和中煤矿建这样的单位合作，我们绝对放心。”在鲁

班奖现场复查会上，专家组对不连沟矿井及选煤厂工程建

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工程质量优良、施工工艺先

进，亮点突出，代表了煤炭建设行业高超的施工水平。”

宗磊 本报记者 吴明

中煤矿建
获煤建首个鲁班奖

今后，中小企业在新浪、腾讯、淘宝、优酷等主流网站中可

“自助”投广告了，而买到一个“目标观众”的成本最低不到 1
块钱！品友互动日前发布的“品友大算盘”让中小企业“花小钱

买重点网站广告”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这也是国内首个中小

企业网络 RTB广告自助投放平台。
“品友大算盘”是基于目前最前沿的互联网广告实时竞价

（RTB）技术研发的。据品友互动联合创始人谢鹏介绍：“与传
统网络广告‘购买位置’不同，RTB 广告可以对每个打开网页
的‘人’进行分析、匹配、竞价，出价最高的企业获得广告曝光

机会。”企业只需开户充值，选择符合企业的受众“标签”，预设

曝光一次的价格，就可以自动投放了。大算盘会实时给出分析

报告告知投放效果。

“品友大算盘”目前免费注册。推广初期，还有充值一定金

额即免费赠送广告费等优惠。

中小企业花 1元就能竞价门户广告位

供求失衡 房价面临全面失控
（上接第十四版）

央地博弈，
房地产企业夹缝求生

从近日公布的 2012 年报表看，
房地产行业 108 家 A 股房地产上市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5492.28 亿元(+
2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02.16 亿元 (+19%)，行业 ROE14.1%
(+0.6%)。13年 Q1房地产行业实现营
业收入 914.50亿元(+40%)，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 114.72亿元(+44%)，
行业 ROE2.2%(+0.4%)。

中投证券李少明认为，从 2012
年及 2013年 1季度的财务数据来看,
行业最坏时期已过, 处于恢复性发展
中。由于近期房价持续上涨,政策压力
大, 地方政府依赖预售证价格监管控
制房价,受此影响开发商延迟推盘,成
交短期内或将小幅下滑。但中长期来

看, 全国性及开发普通住房优质开发
商受调控影响小, 行业集中度显著提
升。

“因为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使

得地方政府设法出让更多的土地，从

土地出让金中获得财政来源，如果房

价下跌，出让土地就不会太顺利，会

造成地价下跌。”柏文喜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所以地方政府在打压

房价方面是没有积极性的，最多就是

让价格保持合理范畴，不要暴涨，也

不要暴跌。”

业内普遍认为由于央地博弈的

原因，市场化相对成熟的房地产行

业正可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目前这

些计划性措施，实际上反而起到了

让房地产开发商卖出更高价格的作

用。”王路认为，“正是十年调控的结

果，而这种方式明显违背市场规则，

为开发商们提供出供求失衡的涨价

理由。”

“现在看来，政府控制的目标，只

是希望房价不要过快地上涨，只能做

到这一点。如果让房价下跌，对于中

国经济来讲，将是灾难性的，这是政

府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各方都不愿意

看到的。”柏文喜认为，“从目前各大

地产商入市拿地的态势看，现在又恢

复了相对的活跃，说明市场目前已经

把‘国五条’的利空已经消化了。”

据介绍，目前拿地一线城市仍是

房企争夺焦点，而二三线城市则更多

面临去库存压力。

而刘芮东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地产商拿地总体观望的状态，

个别城市热情高，总体上二三线城市

库存量还没有消化完。他认为，二三

线虽然有小城镇政策的刺激，都在做

小城镇建设的模式探索，但其实因为

土地财政问题，地方政府早已经开始

了小城镇建设试点，已经有了一定的

经验，房地产企业之所以在这些地区

没有疯狂拿地，是已经拿了很多地，

大量土地在消化过程中。

刘芮东同时向记者透露，美林香

港正在北京全面布局。

一直专注于赤峰这个三四线城

市房地产开发的中瑞恒基（北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崔振凯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介绍，

调控对于他们企业影响不大。

据崔振凯介绍，因为赤峰没有像

其他城市那样在前几年大量释放土

地，因此，当地房企去库存压力也不

大，“调控肯定有影响，政府调控是打

压房地产投资，不是打压刚性需求，

房地产有居住的属性，也有投资的属

性，原来老百姓买房，有投资愿望，现

在把投资属性放大了，所以调控是打

压投资属性。但现在我们的房子都是

满足刚性需求的。”

崔振凯也同时认识到，房地产行

业面临洗牌，将来房地产门槛相对会

提高，对于产品研发能力、整合各种

资源的能力、资金的运作能力、品牌

影响力都将有一定要求，“房地产行

业肯定会由客户被动接受产品转向

如定单式地产的趋势，像欧美国家一

样。”

与此同时，另一个趋势是，房地

产企业一直在试水多元化发展方向，

越来越多的房企纷纷高举产业地产大

旗，转战经济潜力较好的二三线城市。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内，包

括永泰、首创、华远、万科等在内的十

多家公司纷纷宣布进军商业地产。

“旅游地产、养老地产、商业地

产、休闲地产……地产不得不与产业

结合了！”皇家驿栈酒店董事长刘少

军感慨。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市场不断

细分是这个市场逐渐走向成熟的一

种标志，产业的细分化是必然趋势。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矿工会紧紧围绕矿井安全发

展主题，把“安全高于一切、安全重于一切、安全压倒一切”

作为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发挥职能，创新形式，丰富载体，

不断构建群防群治“安全网”，截至 5 月 6 日，矿井实现安全
生产 2626 天，创建矿以来最长安全生产周期。该矿工会强
化舆论宣传绷紧安全思想弦。利用广播、板报、标语、网络、

下基层宣进等形式，大力开展行之有效的安全教育活动，并

结合当前开展实现二季度“安全季”活动，大力开展“新目

标、新提升、新跨越”解放思想、“反麻痹、反事故、反松劲”座

谈会、协管员进区队等有针对性的活动，在全矿营造了浓厚

的安全氛围。全方位培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通过开展班组

劳动竞赛、岗位练兵、班组长全员培训等活动，不断提升班

组队伍整体素质。 （王志强 刘俊平）

郭二庄矿工会精抓细管构建“安全网”

随着“国五条北京细则”的发布，北京市二手房交

易量骤降，众多房地产开发商借机推销新盘，部分虚

假、违法房地产广告充斥其中，此行为既与政府调控房

地产市场的精神相悖，也扰乱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秩序。

针对这种情况，分局加大对房地产类广告的监管力度：

一是加强对各类发布房地产类广告媒介的监管力度。

对辖区内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逐一进行检查，指导其

完善房地产类广告版块发布模式。二是扩宽监管范围，

加强对以“软文”形式发布房地产广告的违法行为监管

力度。三是延伸监管手臂，构建房地产广告的多元化监

控体系。截至 4月 22日，该月共立案调查房地产类广
告违法行为 36起，同比增加 800%，环比增加 360%。

工商海淀分局
规范房地产类广告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mailto:cccnews@soh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