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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跨过横琴大桥，在
与澳门一河之隔的环岛路东侧，
吊机的马达声和搅拌机的轰鸣声
如同催人奋进的交响曲回荡在横
琴岛上空，这里便是正在紧锣密
鼓建设中的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

作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珠
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项目，横琴
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由中国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
集团）与珠海大横琴口岸实业有
限公司联合开发建设，于 2016
年12月5日签约开工。这个总
投资额近260亿元，集口岸、管
廊、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区、综合
配套服务区和地下空间开发工
程于一体的项目，由中建集团旗
下核心骨干工程局中建二局负
责承建。目前，项目的桩基础施
工已完成，正在进行地下室施
工，预计于2019年底实现旅检
正常通关，全部项目于2022年
底施工完毕。

其实，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
枢纽项目只是中建集团布局珠
海，投身湾区建设、助力湾区经济
腾飞的缩影之一。于珠海而言，
不管是漫步在中心区域的富华
里，亦或是生活起居在各大住宅
小区，都有中建集团的身影。于

中建集团而言，不断超越的步伐
从未停歇。作为我国专业化发展
最久、市场化经营最早、一体化程
度最高和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建
设集团之一，中建集团也以其独
特的资源优势，积极投身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新征程。

今年 6 月 29 日，由中建集
团批准，并委托中建二局负责
日常运营管理的专业性投融资
公司——中建湾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湾区）在珠海

横琴新区正式注册成立。
10月11日，中建湾区在横琴

总部大厦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对
外运营。中建湾区立足珠海，辐
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建集团在
粤港澳大湾区成立的重要投融资
建设平台，承担着以重大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工程、生态文明建设
等为主的投融资建设使命，致力
于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
受人尊敬的投资建造运营一体化
的工程总承包服务商。

中建集团重组成立之时，正值中
国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珠海等四
个首批经济特区设立的第三个年
头。随着经济特区建设的启动，合
资、外资企业的出现，中国的房建市
场不再沉寂。审时度势，中建集团突
破计划经济的局限，确定了错位竞争
的战略，将自己的经营目标锁定在
高、大、精、尖、特、重项目上。这一定
位决定了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将成为
中建集团的一种生存状态。

1982年，中建集团中标高160.5
米、时称华夏第一楼的深圳国贸大厦
工程，该工程创造的三天施工一个结
构层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成为
改革开放的代名词之一；1994年又
中标总高度383.95米、时为亚洲第
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并创造了两
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而后，
中建集团又拿下时为全球第一高楼、
主体建筑设计高度为492米的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

一个中国第一、一个亚洲第一、
一个世界第一，依靠着技术创新，三
个驰誉全国的项目奠定了中建集团
在超高层建筑领域里的领军地位。
巧合的是，在这三个项目中，中建二
局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
是地王大厦项目，中建二局作为履约
主体创造了两天半一层楼的“深圳速

度”。截至目前，中建集团承建了超
过全国90%、全球50%的300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和1/2的核电站。中
建二局承建了其中超过50%的超高
层建筑和全部的核电站，可谓是中建
集团技术创新的佼佼者。特别是核
电站建设，中建二局通过30年的坚
持与创新，从跟着走到自主化，从常
规岛到核岛，再到同时建设双核岛，
从法国M310到欧洲EPR，再到华
龙一号，中建二局成为国内唯一掌握
三代核电施工技术的总承包企业，也
是核系统外唯一一家独立承建核岛
施工的建筑企业。

也正因为这份坚守与创新，此次
中建集团才决定让中建二局作为中
建湾区的运营受托方。中建二局不
光具备相当的规模实力，还具有优良
的创新基因，符合中建湾区公司的投
资建设发展定位，也能够适应经济特
区乃至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要
求。中建湾区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坚持高标准、高定位，把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完善以企业
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把实施创新驱动
作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战略性选
择，打造成为投资、设计、建造、运营、
服务纵向一体化的工程总承包服务
商。

创新驱动发展

中建集团的企业标志、徽章
衬底的颜色是像大海一样深邃的
蓝色。中建蓝展示了中建集团宽
广的胸怀，描绘出充满希望与活
力的美好未来。这一片片中建
蓝，弥漫在世界各地，汇成了澎湃
不息的蓝海大潮。那拍岸的涛声
日夜不息地吟诵着中建集团人的
光荣与梦想，也在日夜不息地向
世界讲述中国崛起的故事。

在中建集团的发展历程中，
我们读到这样一组数字：1982年
组建当年，新签合同额 11.4 亿
元。其后的30年里，中建集团开
始了以每10年翻10倍的速度高
速奔跑。2012年，中建集团新签
合同额突破10000亿元，首次跨
入万亿元订单时代，中建集团开
始了砥砺奋进的新跨越。2018
年6月底，中建集团在仅半年时

间内新签合同额便达到13000亿
元，较2012年全年新签合同额还
高出3000多亿元。

中建集团取得的卓越成就离
不开各子企业的艰苦奋斗。中建
二局作为中建集团核心骨干子企
业，发扬铁军精神，实现规模与品
质的跨越式发展。2017年，全局
实现新签合同额近3000亿元，营
业收入近1200亿元，连续五年荣
获“中国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
前三甲。

一系列的辉煌成就，来源于
一股磅礴的力量。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领
导，全面从严治党，把政治优势转
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是中建集
团赢得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是中
建集团发展的根与魂，是力量之
源。

现在，这股磅礴的蓝色力量
将在大湾区迸发新的激情。中建
湾区是继中建丝路、中建长江、中
建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后，中
建集团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
战略而成立的又一家区域投资公
司，是中建集团全力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优秀实践。中建湾
区将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党的领导，通过依托
中建集团和中建二局全产业链优
势、综合联动优势和专业化、差异
化优势，整合系统资源，形成联动
效应，按照国家政策和集团统一
部署，以市场为导向，落实具体措
施，把优势转化成市场胜势，按照

“2+5”战略，确保在“十三五”末，
实现投资额超百亿元，力争在“十
四五”末，实现投资额500亿元，
营业收入300亿元。

汇聚蓝色力量

中建集团组建于1982年，那
一年的9月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
计师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
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一
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也注定了
中建集团必须肩负起一个大型央
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历史责任。

组建虽晚，却源远流长。当
前，中建集团下设的八大工程局
都有着人民军队的血统。以中
建二局为例，它是由华东野战军
步兵第99师在1952年集体转业
而成。中建二局以66年的奋斗
与坚守，终成中建集团的中流砥
柱。从组建之初，中建二局人便
秉承红色基因，听党指挥、服从
调遣，先后承建了我国西南地区

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电厂——
重庆507电厂、新中国第一个大
型工业工程——长春第一汽车
制造厂、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机
械制造厂——富拉尔基第一重
型机械厂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
程和三线国防尖端工程。在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中建二局
被誉为“工业建设的先锋，南征
北战的铁军”。

在一路找寻中我们看到，中
建集团是带着深厚的精神与文化
积淀启航的。这是一支具有浓厚
家国情怀的队伍，这是一支勇于
攻坚克难的队伍，这是一支极具
凝聚力的队伍，这更是一支将强
烈的改革、创新意识注入生长基
因的队伍。

红色基因，与生俱来，融入到

中建集团的血液中。坚持党的领
导，担当历史责任、服务国家战
略，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巩固党
的执政基础地位和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发展“两个大局”上谋划、推
动和落实，党建工作优势转化成
为了企业攻坚克难的发展优势和
竞争优势。

红色基因始于古而成于今，
初心不改、使命不怠。中建湾区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正是中
建集团及中建二局红色基因的传
承，是中建集团坚持党的领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国家发展战略，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上来的重大举
措。

传承红色基因

采写：本报记者 高松 戴丹梅
摄影：本报记者 申洋 通讯员 钟婉琪

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签约并开
工建设。

中建湾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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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提出伊始，便受世
界瞩目。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渐成为
媲美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
湾区以及东京湾区的第四大湾区。

“对标”世界级湾区的发展路径，
经济融合发展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为前提，畅通湾区内部，完善环大
湾区的城际轨道网，尽早建成“一小
时城轨交通圈”，发挥好港珠澳大桥、
广深港高铁、粤澳新通道等对空间优
化的引领作用，打造便捷的区域内交
通圈。

作为央企的中建集团与大湾区
的发展渊源由来已久，从改革开放初
期“深圳速度”的创造，到如今承接深
圳地铁9号线、13号线、佛山地铁3
号线、广州白云机场、港珠澳大桥、横
琴口岸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中
建集团担当着大湾区建设的强力引
擎。与此同时，中建集团高瞻远瞩，
恰逢其时，战略性地在珠海横琴新区
成立中建湾区公司，服务湾区建设，

更加彰显了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站在新起点上，着眼新征程谋划

新篇章，聚焦新要求落实新任务。
中建湾区将坚定立足粤港澳大

湾区，依托中建集团全产业链优势，
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发展融入到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去谋篇布局，与
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肩负起央企的使
命担当。

中建湾区将充分发挥资本、技
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抢抓
珠海建设珠江西岸核心城市以及
横琴自贸区发展的战略机遇，以企
业高端资源、优秀产能在供给端全
面对接好湾区规划需求，并在机构
设置、资金投入、工作机制等方面
尽快谋划，将企业发展与服务地方
紧密结合，为把珠海打造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新引擎和独具特色
令人向往的大湾区魅力之城，成为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典范城市，贡献
中建力量。

共襄湾区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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