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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
提出，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在西部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增长极。

面对划时代
的发展新机遇，
中国十九冶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
“中国十九冶”）
重庆分公司乘势
而上，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积极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一年
来，重庆分公司
抓紧、抓细、抓实
推动自身承担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各项
任务。一个个热
火朝天的施工场
景，显示这个具
有悠久历史的老
牌央企，正焕发
新的活力。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掠影

“西部铁军”深耕成渝地区40余年

中国十九冶成立于1966年，是
世界500强中国五矿旗下骨干子企
业，是中央驻川大型施工企业，其旗
下的重庆分公司注册地位于渝北
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成渝地区
建设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十九冶入渝施工已有40
余年。”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负责
人介绍，1980年8月，公司旗下四公
司800余人到达位于重庆西彭镇的
西南铝加工厂（112厂）承建工程，
10月成立四公司重庆工程处。

1990年，中国十九冶承建国家
“八五”计划的重点工程——成渝高
等级公路东段II标段（隆昌商家坡
至荣昌峰高铺，全长23.379公里），
1991年2月组建“十九冶成渝公路
指挥部”。1995年5月，成渝高等级

公路全面竣工。当年底，指挥部迁
至渝北区龙溪镇，为更好地开拓市
场，改名为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

时至今日，中国十九冶重庆分
公司在成渝高等级公路建设中展现
出的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拼搏精
神，仍让许多老建筑人印象深刻。

中国十九冶一位资深员工回
忆，成渝高等级公路II标段具有“一
高四多”——山高，稻田、水田多，桥
多，涵洞多，雨水多的特点，施工难
度大。建设者的住、食、行条件非常
差，部分员工甚至每天要步行10多
里路才能赶到施工现场。但就是在
这种条件下，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
精神，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项目
建设。1991年，该公司在重庆段4
家承建单位中夺得开工准备、进度、

质量和计量支付额度4个第一。
不仅如此，中国十九冶人迎难而

上、勇于创新的作风也深受各方称
赞。在荣昌县城外的濑溪河上修钢
筋混凝土肋拱桥，是II标段施工中的
一块“硬骨头”。该桥长147.8米，宽
24米，是中国冶金施工企业架设的
第一座主孔跨度为80米的大拱桥。
中国十九冶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无先
例、无经验的情况下，创新性提出优
化施工方案。新方案无需水上作业，
半幅桥完成后无需重新拆装拱架，就
可整体横移至另半幅，被专家认定为
国内同类桥梁施工首创技术。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为进一
步开拓市场，中国十九冶将1994年
成立的三峡分公司与重庆分公司合

并，组建了新的重庆分公司。
此后，重庆分公司承接了冶金、

市政、路桥、房建、体育场馆等工程
建设，实现冶金和非钢建筑市场的
共同发展。市民熟知的金凤佳园公
共租赁住房项目、鱼洞综合客运换
乘枢纽工程、大渡口区袁茄路（三
期）拓宽改造工程、重庆物流园中干
线部分道路、西南铝加工厂喷涂车
间、重钢产能升级改造等项目背后，
都有中国十九冶人挥洒的汗水。

作为在渝央企，重庆分公司深耕
重庆，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主
动作为，先后参与了高速公路、市政
道路、绿色环保、房屋建筑及轨道交
通等领域的60多项建设，项目总投
资超过1000亿元，其中由中国十九
冶主导实施的项目近200亿元。

投身高速建设 为“双城经济圈”发展提速

面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重大机遇，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
司有何作为？

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负责人
表示，中国十九冶正大力实施“一核
两高两带八点”经营战略，重庆分公
司作为中国十九冶总部经营副中
心，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的重要一极，积极融入“双城经济
圈”建设既是公司发展的机遇更是
责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
庆分公司“融城入圈”的重要突破
口。

去年6月，中国十九冶中标开州
至云阳高速（江口-云阳-龙缸段）

PPP项目（简称“江龙高速项目”）。
该项目主线全长69.8公里，起于云
阳县江口镇九龙村，与规划的“巫云
开”高速公路相交，往南经南溪镇、
黄石镇、云阳县城，跨长江，经凤鸣
镇、龙角镇，止于清水土家族乡钢厂
村（龙缸），远期将连接湖北恩施、利
川，不仅是重庆同期实施难度最大
的高速公路项目之一，也是全市县
级PPP项目中规模最大的项目。

重庆云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中国十九冶承担的江龙
高速项目建设始于云阳黄岭隧道，
止于龙缸互通，全长38.18公里，涉
及桥梁18座、隧道10座，桥隧比高

达72.84%。自2020年2月进场至
今，施工人员克服疫情影响、高温洪
水等不利条件，跑出复工复产的“加
速度”，相关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

最快 2023 年底，这个项目建
成后，可实现云阳与利川、恩施的
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助推云阳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并向北
经开云巫高速衔接银白高速，形成
一条新的北上通道，提高G69开城
高速的交通能力，更多人可从中感
受到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速度与激
情”。

建设交通强国，需要打造“多向

辐射、立体互联、一体高效”的综合交
通体系。为此，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
司参与巫奉高速、渝湘高速、渝邻高
速等高速路网建设，致力于提升重庆
及周边地区的道路通行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十九冶参
与建设的渝湘复线（中心城区至酉
阳段）、武隆至道真（重庆段）高速公
路项目，是多家央企、国企联合体中
标的 PPP 项目，总长约 285 公里，
2020年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重庆连接湖南的又一条交通大动
脉，缓解渝湘高速通行压力，对推进
沿线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
义。

奋战九龙滩项目 高品质扮靓“两江四岸”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做强“极核”很关键。全面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才能让成渝两
座城市散发出更强大的辐射力和带
动力。

在重庆城市提升行动中，中国

十九冶重庆分公司积极参与中心城
区“两江四岸”建设。

“九龙滩项目是‘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十大公共空间节点之一，也
是‘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中第一
个采用PPP模式实施的项目。”中国

十九冶九龙滩项目部人士介绍，九
龙滩项目岸线长2.2公里，面积50.4
公顷，将按照“国际一流滨江带”品
质水准，打造“九龙滩、九龙铺、九龙
坡、九龙章、九龙梯、九龙桥、九龙
馆、九龙壁、九龙窗”九大主题景观。

自从去年3月进场施工以来，中
国十九冶的施工人员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江滩地形受限、持续高温作业、
场地交付延迟等困难，通过采取细化
施工工序、增加作业人员、延长作业
时间、全面挂图作战等措施，完成了
北段亲水道、178米-185米斜坡面、
升伟商业外街开放、九龙梯景观节
点、九龙滩广场等重要节点施工。

不仅如此，施工人员还创造了让
人惊叹的“铁军”速度：从2020年9
月1日商铺回收以来，3天完成九龙
梯、九龙铺拆除，10天完成九龙梯、
九龙铺结构施工，6天完成九龙梯、九
龙铺石材铺装，顺利完成了“9·30”节
点任务，得到九龙坡区住房城乡建委
的表扬。

如今，近300名中国十九冶人
正奋战在九龙滩项目中。最快2021
年底，该项目建成后，九龙滩不仅会
有军舰166舰改造而成的海军历史
主题博物馆，还将成为集市民休闲、
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为一体的都市
滨江休闲区。

抢抓发展新机遇，加速逐梦新
征程。新的一年里，中国十九冶重
庆分公司将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积极投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以“铁军”的担当展现更大作
为、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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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
打造“西部铁军”新形象

前不久，市住房和城乡建委通报2020年重
庆市级“智慧工地”名单，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
承建的九龙滩项目榜上有名。

为高品质推进项目建设，施工人员在九龙滩
项目中积极推行智慧建造技术。他们不仅采用三
维建模对比方案、无人机航拍实景建模等方式，还
运用轻筑管理系统、VR体验室、扬尘噪声检测仪
等高科技手段，实现施工可视化智能管理。

“智慧工地”建设，是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
大力提升软实力、打造“西部铁军”新形象的生动
写照。在渝发展超过40年，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
司承建的工程先后获得重庆市市政工程金杯奖、
巴渝杯优质结构工程奖、“巴渝工匠”焊接项目一
等奖等荣誉。如何内外兼修，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品牌美誉度，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答案是，以文化—品牌“双核”为驱动，以“四
个着力”为抓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个着力”分别是：实施绿色施工，使“西部
铁军”成为建筑行业发展方向的引领者；打造精
品工程，使“西部铁军”成为精品工程的建设者；
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使“西部铁军”成为科技
创新的践行者；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使“西部铁
军”成为优秀企业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

高素质的人才，是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打
造精品工程的底气。

据介绍，在2019年“巴渝工匠”杯、“巴渝智能
建造”杯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总决赛上，中国十九冶员工王浩荣获电焊工项目
一等奖；该公司员工李伦勇作为重庆市种子选手，
进入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国家队集训。

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特色。

重庆分公司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产经营
重点环节，以目标聚心、担当强心、思政同心、宣
传连心的“四心”工作理念，推动党员高度参与、
提振队伍士气、助力中心工作；创新开展“党建+”
活动，各项目部通过开展“党建+安全”“党建+质
量”活动，提高了项目部全员安全、质量意识。该
公司还以创建“双五星党组织”为平台，鼓励各支
部创先争优，通过开展“党旗飘扬、党徽闪光”“工
地筑堡垒、党旗一线红”“小机关大服务，党员我
先行”等行动，为各项目在关键环节、关键节点解
决疑难杂症提供保障，形成了“树立标杆、示范引
领”的良好氛围。

精细化的管理、人性化的服务，激发公司高
质量发展的活力。如今，中国十九冶重庆分公司
的业务范围涉及四川、贵州、哈尔滨、云南、新疆、
甘肃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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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公司大事记
1997年4月 中国第十九冶金建筑公司三

峡分公司并入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重庆分
公司；11月，中国十九冶成立了“中国十九冶渝黔
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并开始了渝黔高速公路
H1合同段的施工建设。

2005年12月 重庆分公司中标并承建重庆
奉云高速 B2 合同段、渝湘高速公路洪酉段洪安
(湘渝界)至上官桥段工程H12合同段。

2010年 重庆分公司承建的重庆西部现代
物流产业园区中心站东线及北线道路管网工程
项目荣获2009年度“重庆市文明建筑工地”称号。

2011年10月 重庆分公司承建的重庆西部
现代物流产业园区中心站东线及北线道路管网
工程荣获“2011年度重庆市市政工程金杯奖”。

2013年4月 重庆分公司承建的重庆水土
思源公租房配建廉租房一组团 4 号楼工程荣获

“2012年度重庆市三峡杯优质结构工程奖”。
2014年1月 重庆分公司承建的袁茄路（三

期）拓宽改造工程获“2012年下半年重庆市文明
建筑工地”荣誉；4月，中标太山片区安置房工程
一标段施工；5月，中标重庆云阳县龙缸生态旅游
度假区一期、二期工程。

2015年8月 重庆分公司承建的重庆市永
川港桥工业园有色金属园道路及平场工程荣获

“2015年度重庆市市政工程金杯奖”。
2016年5月 重庆分公司中标贵州省六盘

水市盘县胜境街道办事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集中搬迁项目、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人民医院住
院楼及后勤保障楼项目；10月，中标西部现代物
流园区“仓储加工片区、中心商务片区”土地一级
开发整治PPP项目。

2017年7月 重庆分公司中标云阳县南溪
至黄石快速通道建设工程五标段；11月，重庆分
公司承建的云阳体育馆工程荣获2016年度重庆
市“巴渝杯优质结构工程奖”。

2018年11月 重庆分公司中标盘州市月亮
庄建设项目。

2019年1月 重庆分公司中标城口县仁河
流域综合整治项目（二期）一标段施工；3月，盘州
市月亮庄建设项目荣获“2018年度贵州省建筑工
程优质质量结构工程杯”“2018年度贵州省建筑
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称号；6月，中标开州至
云阳高速（江口-云阳-龙缸段）PPP项目。

2020年3月 重庆分公司承建的九龙滩广
场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 PPP 项目
开工；4月，中标云阳县紫云路道路及管网工程；9
月，盘州市月亮山庄作为第十五届贵州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的主办地首次公开亮相，并圆满完成了
接待任务。

九龙滩广场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PPP项目全景图

开州至云阳高速开州至云阳高速（（江口江口--云阳云阳--龙缸段龙缸段））PPPPPP项目复兴长江大桥效果图项目复兴长江大桥效果图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