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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总承包———“城建铁军”十年磨一剑
本报记者 彭飞蔡杉杉

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中环线和外

环线之间的跨海河桥梁———吉兆桥于

近日正式完成竣工验收并试运行。在

总承包公司两年来的细心建造下，这

座跨海河大桥以“飘带造型”屹立在海

河之上，一身白色的“外衣”，圆弧形的

桥拱透露出柔和、淡雅之美。桥面正中

间一条钢质护栏两侧，人行道、非机动

车道、机动车道一应俱全。吉兆桥的建

成意味着连接河西、河东、东丽三区的

重要通道正式打开，这是总承包人精

诚所至，继狮子林桥、金汤桥、北安桥、

解放桥、大光明桥、光华桥、国泰桥、富

民桥后，向天津海河桥梁交出的又一

张漂亮答卷。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总承包的十岁

生日。这个充满闯干劲的年轻企业，辉

煌背后也曾经历过一段艰辛之路。天

津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公司前身为集

团总承包部，成立于 2003年 3月，成

立之初仅有三四十人。是走传统施工

企业的老路，还是另辟蹊径，开创一条

新的施工管理总承包道路？最终，总承

包决定以施工总承包和扁平化管理模

式承建各类市政公路工程，打造“知识

密集型、管理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

现代企业，从此开始了艰辛而不平凡

的创业之路。

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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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果断制定了

“以旧桥改造为突破，抢入海河市场，

逐步扩大市场空间”的经营战略，集中

公司有限的力量组建海河项目部和专

业施工队伍，积极投入到海河景观改

造的热潮，由此揭开了企业发展的序

幕。

经过积极争取，总承包成为城建

集团率先进入海河旧桥改造工程的企

业，并于当年完成了首座旧桥狮子林

桥的抬升改造工程，凭借工程项目部

和专业施工队伍，狮子林桥出色完工，

打响了海河旧桥改造的第一炮。首战

告捷让总承包人信心大增，为顺应市

场需求，总承包集中力量组建了海河

旧桥工程指挥部。同时，为了拓展多元

化经营渠道，总承包积极探索，开创了

“顶升平移”技术在城市旧桥改造应用

的先例。其后，总承包乘势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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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固有专业技术基础上，总承包进一步

拓展施工领域，相继中标并承建了大

光明桥改建及富民桥、国泰桥新建等

工程，成功建立起企业生存所必需的

立脚点，为企业今后做大做强打下良

好基础。

其后，在初步占有市场的基础上，

总承包加大前进步伐，成功进入高速

公路建设市场，进一步拓宽施工领域。

先后承建了京沪高速、津汕高速、京津

高速以及 112国道等一批高等级公路

建设工程，使得天津与外省市的连接

更加快捷方便，推动了城市飞速发展，

同时也为公司前进的步伐提供有力支

撑。

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

滨海新区建设的政策，总承包超前谋

划、多头并进，努力跻身滨海建设市

场，2004年成功中标并建设了开发区

第九大街西延工程中的最大项目、建

筑面积达 12.6 万平方米的互通式立

交桥。同时，集疏港公路南段、塘汉快

速路工程一标段、滨海新区西外环高

速公路 5标段等多个大型项目，进一

步拓宽了市场开发的规模。除此之外，

总承包还积极探索外埠工程，相继中

标了杭州湾跨海大桥钢桥面铺装、宁

波市北环路等多个施工难度较大的大

型施工项目，并成立了珠海、浙江、宁

波、广州等多个外埠公司，形成了大江

南北遍地开花的喜人局面。企业年产

值也由 2003年的 1.7亿元逐年攀升，

年增幅达 20%以上，经过短短几年的

拼搏奋斗，2006年总承包终于在建筑

市场站稳脚跟，真正意义上占有了一

定市场份额。

由于多年的务实与创新，总承包

凭借技术优势，挺进行业一流水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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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十

年来，总承包在国内共修筑高速公路

和高等级公路近 1200余公里，特大桥

梁、隧道若干座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多个，多次荣获天津市建设工

程“海河杯”，住建部“中国市政金杯”、

“市政公路质量金奖”、“中国建设工程

鲁班奖”、“国优工程银质奖”等，并多

次被评为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

企业、“天津市诚信企业”、“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先后共获得各

种荣誉奖项 159项，其中国家级进步

奖 39项，部、市级奖 120项；获各类工

程奖项 33项、科技进步、创新奖 11

项；创造施工工法 19 项，专利 10 项。

一系列荣誉标志着总承包在坚持科技

创新、自主创新求发展的路上，不断

上升到新的高度。

十载艰苦创业，十载春华秋实。十年耕耘

方现十载变化；十年变化收获十载幸福。十年

间，天津城建集团总承包公司实现幼小走向

成熟，从默默无闻到跻身行业一流，从道路建

设到技术领域多元化发展，从弱小企业到城

建集团排头兵，一批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标志

性桥梁承载着总承包人的建设梦，为天津这

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贡献浓墨重彩的一

笔，在海河大地上谱写壮美的篇章。

地铁道路、快速路、立交桥、高架桥，一系列

城市基础交通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使得天津愈

发呈现国际大都市风貌。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桥

梁飞跨海河，成就了海河上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为天津奏出华美的乐章。这繁华背后，是由千千

万万城市建设者日日夜夜精心打造，在这批城

市建设者中，天津城建集团总承包公司（以下简

称总承包）以“排头兵”姿态傲立潮头。在总承包

公司经理李树槐带领下，不但为城建集团铸就

连续多次中国 500强、奠定全国建筑业 30强的

地位，更以高品质、高效率协力构筑天津基础设

施建设，为建设美丽天津贡献力量。

【动力中国·美丽天津“两会”系列报道之六】

按照“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总体

战略，天津城市发展始终坚持高起点、高规划、高水平、高效

能的管理，着力推进重点地区建设，显著提升城市服务功能

和载体功能，着力打造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

城市。

一系列具体目标的实现，与高水平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密不可分。而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城市建设的主力

军———天津城建集团身上。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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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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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铁军”之称。

2013年，天津城建集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转型升级”

主题，落实“13461”总体工作思路，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四个三”

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建设市场深刻变革、企业经济活动发生重

大变化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先后在天津和外埠打造了诸多亮点工

程。地铁五六号线、张贵庄污水处理工程、多条高速、多个城市桥

梁，一个个惠国惠民的明星工程打响了“天津城建”的品牌。

本期报道中的总承包公司、滨海路桥、二公司、天佳等企

业都是城建集团的中流砥柱。他们以智慧和汗水为天津奉献

出一个个精品工程，铸就了钢筋水泥上的艺术，在城市建设

中挥洒激情，为美丽天津的建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随着工程项目的良性运转，公司

整体实力有了显著提高，但如果想要

获得更高的收益，仅仅依靠传统施工

业，力量尚显不足。总承包一直明确，

要走一条不同以往市政施工老企业

的发展之路，尝试自主发展，探索多

元化建设。作为经营发展的基本战

略，总承包在组建运行之初，就坚定

地确立起“以施工主业为依托、主动

向主业上游延伸”的总体思路，并把

这一思路坚定不移地贯彻在总承包

多年的发展实践中。

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层发展，国家

鼓励企业特别是民企进入投资市场，

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加入加速经济发

展。在这样的背景下，“BT”（即投资 -

建设的模式）逐渐进入建设市场，BT

模式可以实现施工企业自主进行高

端的市场源头运作。这意味着，施工

企业就有可能不再单纯依赖施工主

业，而是以施工主业为依托向主业上

游延伸，可以充分避开主业领域内同

行间的无序竞争。凭借敏锐的市场嗅

觉，总承包充分把握机会，抓住 BT大

潮。经过实践证明，积极投身 BT市场

成为企业壮大规模重要节点。

2008年，经过积极探索、运作，总

承包在集疏港公路建设工程中，首次

做成了合同总额达 12.2 亿元超大规

模的 BT项目，实现了总承包 BT 项

目开发零的突破，成功打开了以投资

建设模式进入主业上游领域的现实

通道，表明总承包投资建设一体化的

经营发展战略，进入了实际运行阶

段。

2010年，总承包承担了承德市新

区建设的 BT项目，顺利打入周边地

区二、三线城市的建设市场。2011年

初，又做成了天津市宝坻区宝武公路

BT项目，扩展了市郊建设市场的占

有份额。2012年初，杭州市 03省道改

建 BT项目也正式启动，8.5亿元的建

安费造价成为集团首个外埠最大投

资建设一体化项目。

其中，承德滨河新城特大桥 BT

工程，课题“斜塔空间扭索双索面斜

拉桥施工工艺研究”荣获 2012 年度

中施企协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承德

滨河新城跨滦河特大桥位于河北省

承德市滨河新城起步区，整体框架为

空间编花扭索高跨斜拉桥，设计新

颖、桥型独特。为了打造承德新城地

标性建筑，该桥梁采用空间编花扭索

工艺。普通斜拉桥的斜拉索从最高处

拉向远处，一般以平行索为主，而承

德滨河新城跨滦河特大桥要求做出

扭感，这表明如果施工中定位不好，

斜拉索在空中有可能碰触，因此对于

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这也就意味

着，在增强设计感的同时加大了施工

难度。该桥主跨为 156.5米，却打造了

高达 107.1米的主塔，这一高度的主

塔在普通斜拉桥中完全可以满足 300

米的跨度。高塔的打造成为施工上的

第二大难点。尽管如此，凭借过硬的

技术水平，高素质的施工人员队伍，

总承包克服诸多困难，仅用 14 个月

就完成了主桥钢梁及主塔浇筑施工，

在承德打响了天津城建的品牌。

宝武公路 BT项目是天津城建集

团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第一个投

资项目，也是继集疏港二期、承德滨

河三桥，总承包成功开发的又一重要

投资性项目，经过施工队员坚持不懈

的努力，宝武公路 BT 项目已于 2013

年实现通车。

深化企业资本运作，保持企业持

续发展势头是企业实现自主发展的

前提。BT 项目则是总承包实现自主

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资本运作作为

天津城建集团三大战略板块的重要

部分，总承包通过 BT项目的不断延

伸，迈出从施工主业向主业上游发展

的重要一步。

伴随着施工产值的逐年增加，总承包认识到，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是施工企业生命的源泉，而技术创新则是企业发展的

生命。十年来，总承包把握科技务实，在企业自主创新和企业

施工能力方面不断突破，成绩卓效。

近两年，总承包在轨道交通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 9月，

天津城建隧道股份有限公司整建制并入，大幅度提升了总承

包轨道交通施工专业技能。公司上下一致明确，轨道交通将成

为总承包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战场。一方面认真干好在手工程，

尽快站稳市场，一方面积极探索市场开发，通过新工程源源不

断的加入，逐步扩大市场。2013年，借助隧道分公司的设备、

技术优势，总承包牢牢地把握发展机遇，先后参与了地铁 5、6

号线文化中心部分第 3合同段、地铁 5号线 R3标、地铁 1号

线东延线等地铁项目的投标工作，成功扭转隧道分公司开发

困难，活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并将轨道交通建设开发成总承包

的优势项目。

道路工程方面，作为公司的施工主业，总承包发挥传统优

势，凭借超强的路基路面施工能力，以及在国内高速公路市场

形成的品牌效应，以高质量、高水平出色地完成任务，加大市

场占有率，亮点频闪。一分公司承建的唐廊高速项目施工由于

组织得当，成为全线首个开工、首个贯通施工辅道的标段，获

得了建设单位奖励；由一分公司和一项管共同承建的唐津高

速项目，在南段率先完成了沥青混凝土右半幅面层施工，具备

了通车条件，以优异的工程质量获得了建设单位好评；二分公

司承建的西外环项目，钢筋加工中心实施标准化建设，有效保

证了工程质量、节约了成本，建设单位高度认可并予以推广；

二分公司承建的杭州 03省道项目，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尾声

阶段，随着该项目的顺利竣工，将进一步巩固总承包在浙江市

场的地位。

综合工程方面，从主业拓展需求出发，不断尝试探索，提

升自身综合施工能力。恰逢天津海河综合治理旧桥改造工程，

总承包首次应用“顶升平移”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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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升

平移施工的先例；2012年，总承包再创新，福建晋江的濠景大

厦在原有顶升平移施工技术上，将建筑物旋转 72米。该项目

建筑总面积约 16447平方米，迁移总重量约为 28000吨，成为

当时国内最大单体旋转工程。

一系列技术创新带来硕果累累。统计显示，2013年，总承

包共组织工程项目 55项，年内完成 10项，全年实现施工产值

27.2亿元，顺利完成集团下达的施工产值和利润指标，实现连

续 11年盈利无亏损；全年市场开发中标 23项，完成市场开发

额 31.52亿元，超额完成了集团下达的市场开发指标。

同时，总承包还全面完成了城建集团规定的其他各方面

经济技术指标，保持了在集团的领先地位。2013年对于总承

包是收获的一年，不仅为市政建设贡献了一个个高水平建设

项目，还获得了诸多荣誉———完成验收建委级课题 1项、集团

级课题 4项，通过集团级工法 2项，获得国家级使用新型专利

证书 21项，获得省市级以上质量奖项 1项，获得市级文明工

地 1项，获得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1项，吉兆桥项目 QC成果发

布获全国二等奖。

十年砥砺奋进向行业一流挺进

瞄准天津，放眼外埠，工程项目遍地开花，企业年产值增长十几倍

自主发展开创投资建设一体化布局

做好主业，向上游延伸，探索 BT模式，进入建筑行业高端市场

技术提升拓宽市场领域

整建制并入企业，组成舰队，打造轨道交通

和高速公路市场优质品牌

津晋互通立交桥全貌

李树槐经理在天津地铁 5号线 R3标中医一附院站进行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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