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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致辞

2008 年，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奥运圆梦的巨大喜悦和汶川地震的巨大悲痛。这一年中，中国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广大员工，继续秉承“诚信服务、优质回报、不断超越”的企业宗旨，强化市

场营销，拓宽经营领域，推进结构调整，合同任务快速增长，营业收入大幅攀升，经济效益稳步提

高，企业形象日益彰显，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公司多家子公司中，有诞生于清朝末年、见证了民族屈辱奋斗解放历程的百年老店，有与共

和国一同成长壮大的国企骨干，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起的合资企业、上市公司。在不同的阶段，

它们以不同的形式服务社会和服务公众，并形成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

我们认为，社会进步必须构建在经济、社会、环境日益和谐基础之上，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宏

伟目标，既要关注现实的成就，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永续发展的空间，尽可能多地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

我们认为，先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行为，已经成为企业致胜不可或缺的竞争力。我们希望

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激发企业管理创新，变革发展模式，防范和控制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效

率和效益。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努力实现企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公司继承服务社会、 服务公众的文化传统，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全面的

工作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顾客创造精品，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效益，为社会创造财富。

I. Leader’s Address

Chinese people shared the great joy of the success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and the anguish of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In the year, the staff of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CCCC) 

kept to the corporate aim of “credible service, healthy 

returns and constant transcendence”, intensified 

marketing, expanded business areas and advanc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rapidly increase contracted tasks, 

enormously raise operating income, steadily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progressively demonstrate 

the corporate image and significantly sharpen core 

competitiveness, thus achieving remarkable results in all 

respects.

We believe that social progress must be grounded 

on the increasing harmony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nd we shall pay attention to realistic 

achievements, leave ro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our later generations and shoulder as muc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gnificent go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We deem that advanced conception and behavio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indispensable 

competitiveness for corporate success. 

We hope to improve corporate efficienc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by fulfill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spiring corporate management innovation, changing 

business modes,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risks. 

We will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center on humans in an effort to accomplish 

all-around,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corporat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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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概况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企改革大力推进的时代

背景下，2005年12月，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

与原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以强强联合、新设合并方

式重组成立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改善资本

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6年10月，经国务院批

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全部主营业务及相

关资产作为投入，独家发起创立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12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整体上

市，成为具有国际资本背景的国有控股企业。

公司以交通基础设施设计、施工、设备制造为主

业，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建设及设计企业，中国最大的

公路桥梁建设及设计企业，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疏

浚企业，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中国最大

的国际承包商，中国最大的国际设计公司，在铁路、

机场、地铁、轻轨、水利、水电、市政、物流等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也有骄人的业绩。

公司连续3年在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中被评为A

类企业，成为中宣部、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全国国有

企业宣传典型，2008年跻身《财富》杂志“世界500

强”，按照2008年12月31日收盘价计，公司为世界市

值最大的建筑企业。

作为交通基础领域产品和服务提供商，2008年，

公司承建的12个工程项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3项

工程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5项工程获得詹天佑土

木工程大奖，5个项目分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和二等奖，承建的苏通大桥被国际桥梁大会授予

“乔治·理查德德森大奖”。

II. Overview of CCCC

CCCC successfully went public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n December 2006 as 

the state-holding enterprise most characterized 

by international capital.

W i t h  t he  des ign  and  cons t ruc t i on  o 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s main businesses, CCCC is 

China’s largest port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enterprise, China’s largest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enterprise, China’s 

largest and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dredging 

enterprise, the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crane 

manufacturer, China’s largest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 and China’s largest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any. CCCC has also achieved 

brilliant results in infrastructural fields like 

railway, airport, subway, light rail, water 

conservancy, water & electricity, municipal 

planning and logistics. In 2008, CCCC was 

ranked among Global Fortune 500 and was 

the world’s larges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by 

market value according to its closing price on 

December 31, 2008.

公司管理架构
Organizational Chart

Supervision Dept
监督部

Safety & Quality Inspection Dept.
安全质量监督部

Auditing Dept.
审计部

Legal Dept.
法律部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ept.
基建部

Overseas Business Dept.
海外部

Design & Consulting Dept.
设计咨询部

Industrial Trade Dept
工贸部

CCCC Investment & Engineering Company
总承包经营分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Group Ltd.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Board of Supervisors
监事会

Strategy Committee
战略委员会

Auditing Committee
审计委员会

Remuneration Appraisal Committee
薪酬考核委员会

Nomination Committee
提名委员会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

Executive Level
经营层

Adm. Dept. for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办公室

General Management Depts.
综合管理部门

Supervision & Assurance Depts.
监督保障部门

Business Management Depts.
业务管理部门

Branch
分公司

General Affairs Dept.
办公厅

Human Resources Dept.1
人力资源一部

Human Resources Dept.2
人力资源二部

Financing Dept.
财务部

Strategy & Planning Dept.
战略规划部

Budget Appraisal Dept.
预算考核部

Science & Tech. Dept.
科技部

Investment Management Dept.
投资管理部

Capital Operation Dept.
资金部

Corporate Culture Dept.
企业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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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理念

企业使命：

固基修道，履方致远。

企业愿景：

让世界更畅通。

企业核心价值观：

为顾客创造精品；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效

益；为社会创造财富。

企业精神：

甘于吃苦无私奉献的“墨脱精神”。勇于创新领先世

界的“振华精神”。善于协作团结奋进的“龙成精

神”。

企业作风：

勤奋、务实、严谨、高效。

企业道德：

重诺守信、感恩回报。

III. Corporate Conception

Corporate vision:

Make the world clearer

Corporate core values:

Create quality works for customers; create 

opportunit ies for staff ;  Create benefi t  for 

shareholders; create wealth for the society

四、报告提示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交通基础设施设

计、施工、设备制造为主业，公司企业使命和愿景都

表达了公司致力于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更加繁荣、畅

通的追求，公司核心价值观表达了公司作为社会共同

体一员的共同追求。公司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同

样追求利益相关者的发展。

结合2008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公司把200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点放在了六个方面：诚信

经营、逆境发展、节能减排、抗震救灾、保障奥运、

扶贫济困。

作为交通基础行业产品和服务供货商，公司诚信

经营，为客户和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行

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作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明确发展战略，推

动技术进步，加强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持

续稳定快速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给股东创

造效益。

作为企业公民，公司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

能耗，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社会公民，公司积极投入地震等灾难救助工

作，开展扶贫济困，保障奥运工作，关心社区发展，

支持公益事业，积极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IV. Key Tips of Report

CCCC mainly engages i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with both its mission and vision 

demonstrating its commitment to the prosperity and 

smoothnes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human 

society and its core values expressing its pursuit in 

common with others in the social community. While 

seeking for self development, CCCC also pursu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ested parties. In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actualit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2008, CCCC placed the priorities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08 in six aspects: 

credible operation, development in adversit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quake relief, 

Olympics security and poverty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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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Report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CCCC prudently published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ciety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port and constantly 

perfect the report management system.

CCCC is working on the system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of preparation and publish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In 2008, 

CCCC’s president working meeting deliberated and 

adopted the Opinion on Preparing and Publish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and made 

it public to all subsidiaries, defining in principle the 

system for preparation and publish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establishing the work 

system for report preparation and publishing, making 

clear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report preparation 

and determining the workflow of report preparation 

and publishing. CCCC is fulfilling the work pla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hope of gradually 

straightening out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execut ive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 ion 

manag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gressively establish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characteristic of 

close integration of standard, system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VI. Report Note

The repor t  i s  the  second corpora te  soc ia l 

responsib i l i ty  report  publ ished by CCCC, a 

true reflection of its full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 i ty and obligations, as well as the 

carrier for its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owners and 

customers, partners, share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stat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ommunities and 

relevant persons concerned about it. The report 

was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ing 

Opinion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in reference with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2006.

五、报告管理

公司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发布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保证报告的可靠性，不断完善报告管理制

度。

公司正在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发布的管理

保障制度。2008年，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向

各单位发布了《关于做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

发布工作的意见》，原则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

制发布制度，建立《报告》编制发布工作体系，明确

《报告》编制基本要求，确定《报告》编制发布工作

流程。公司正在做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规划，以

期逐步理顺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管理、执行管理、

沟通管理工作；逐步建成规范、系统、与运营管理紧

密融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管理体系。

六、报告说明

本报告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向

社会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全面履行社会

责任义务的真实反映，是公司向员工、业主和客户、

合作伙伴、股东和出资人、国家各主管部门、社团及

所有关心中交股份的相关人士沟通的载体。报告依据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

见》、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

报告指南》（2006年版）编制。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中履行

社会责任过程和结果的真实反映，是企业与相关方沟

通的载体和桥梁，是企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手段和

工具。本报告内容以2008年度为主，真实、客观、透

明，反映了公司一年来在履行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

方面的重要信息，信息数据由公司及所属企业的相关

部门提供并审核。

本报告以多种形式展示，包括在线版、印刷版。

报告以网络发布的在线版为主。印刷版报告用于大型

会议、集中宣传发放和正式提交相关方时使用。

为了便于表述和方便阅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中还以“中交股份”、“中交”、

“公司”和“我们”等表示。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这本报告，希望通过本

报告搭建起与您沟通、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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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经营

2008年，中交股份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商业道德以及行业规则，依法经营，诚信经营。2008

年，公司依法纳税111.6亿元。2008年底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2007年度中国纳税五百强排行榜中，公司以

2007年度纳税总额740791万元位居第39位，在建筑

企业中排名第2位。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内部章程、制

度，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各项管理制度，保证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公司作为交通基础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主要利

益相关者为各级业主，因此目前我们把产品和服务得

1. 相关评价

2009年初，公司被授予“2008年度中国最佳诚信

企业”称号，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

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

司、中交一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2008年度

中国优秀诚信企业”称号。中国诚信企业评价活动是

中企联和中企协受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委托而

组织实施的，旨在评价和表彰经营状况良好、诚信经

营理念强、诚信管理制度健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并取得较高社会认知度和良好公共记录的优秀企业。

公司被授予“2008年度中国最佳诚信企业”

到的专业评价视为主要利益相关方评价。一年来，

公司重视履行合同，恪守商业信用,合同履行率达到

100%。对于工程建设来说，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

础上，按期完工或缩短工期是业主的最大心愿。中交

股份许多项目部通过持续努力，想业主所想，急业主

所急，在安全、质量、工期方面超过了业主的预期。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深水航道、港口码头、围海

造地、市政工程等建设中，所有的工程工期不断被压

缩，中交建设者几乎都提前完工。在深圳盐田港建设

中，中交项目部和业主签订了赶工协议，3次提前工

期，工程由原合同工期4年压缩为2年，工程荣获詹天

佑奖和鲁班奖，业主给予项目部的赶工奖励近60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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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桥

多年冻土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

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多年冻土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

ZPMC新一代港口集装箱起重机关键技术研制平台建设

高海拔地区大型公路隧道建设与营运关键技术及应用

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先进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奖   项 工  程  名  称

东海大桥

2008年国家优质工程奖金奖 华能玉环电厂一期（2×1000MW）新建工程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

广州港南沙港区一期工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

巴东长江公路大桥

万州长江二桥

2008年国家优质工程奖银奖 宿迁至淮安高速公路五河口斜拉桥

江苏宁淮高速公路老山隧道工程

河南省濮阳至鹤壁高速公路

浙江大唐乌沙山电厂新建工程

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

烟大铁路轮渡工程

江苏宿迁至淮安高速公路

2008年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二期工程

上海外高桥港区四、五期工程

一航局天津海滨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航站楼）

2008年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第29届奥运会青岛国际帆船中心

烟台至大连铁路轮渡工程

 2008年，中交股份忠实履行合同，为社会和合

作伙伴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和产品。公司承建的12

个项目荣获2008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3项工程荣获

2008年鲁班奖，5项工程获得2008年詹天佑大奖。

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公司多家单位参与设计、施工的5个项目

分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

中交股份和中交三航局获评中国建筑业协会初

审、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评审委员会审

定的2008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中交股份荣获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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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外案例

中国港湾在经营中，严格按照所在国的法律法

规，积极主动地交纳税款，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

献。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公司尽量采购使用项目所

在国生产的物资，促进项目所在国经济的发展。在发

展中国家实施项目，在保证质量和工期的前提下，尽

量使用当地劳工，为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作出贡

献。公司生产经营充分尊重项目所在国的宗教信仰。

部分在穆斯林国家的办事处，主动将员工灶分离。尽

量按当地风俗习惯为当地技术和劳务人员提供统一搭

建的营地设施。如苏丹当地人有不住在项目施工区内

其它信用评价

获 评 单 位 获 评 名 称 评 价 机 构

中国路桥 AAA级信用企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

中国路桥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奖项 吉尔吉斯共和国

一航局 全国安全生产优秀施工企业 中国工程建设协会

一航局

中国工程建设社会信用AAA级企业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四航局

广航局

四航局 全国安全生产优秀施工企业 中国工程建设协会

上航局 上海市合同信用AAA等级 上海市合同信用促进会

四公局 北京市重质量守信用企业 北京质协评价中心

水规院 守信企业 北京市工商局

路桥建设 浙江省AAA级信用企业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风俗，可项目部又没有多余地方，于是就采取在外

围周边不变的前提下，把施工区围墙向里盖，把营地

变相放在施工区外的措施来满足当地人风俗习惯的要

求。

一公局埃塞亚环线项目部承建了埃塞俄比亚亚的

斯市亚环线项目，良好的工程质量和高效的工程建设

受到埃塞政府高度评价，一公局亚的斯公司连续数年

赞助在亚的斯市亚环线举办的长跑接力赛，在当地民

众、社会各界及当地各政府机构之间树立起了良好的

企业形象。



24Page 25Page

I. Credible Operation

In 2008, CCCC complied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social morals, business ethics and industrial rules, 

operated legally and credibly, and paid taxes of over 

RMB 1116 million in accordance with law. In the 

chart of 2007 China’s Top 500 Taxpayers releas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in late 2008, 

CCCC was ranked 39th with total taxes paid up to 

RMB 740.791 million as the second placer among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like 

the Company Law, the Securities Law and the Rules 

for Governing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al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system, 

CCCC strengthens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all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s to ensure the 

In early 2009, CCCC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2008 

China’s Most Credible Enterprises”. In 2008, CCCC 

faithfully performed contracts to provide the society 

and partners with safe and high-caliber services and 

products. 12 projects undertaken by CCCC claimed 

the 2008 National Quality Project Awards from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Quality Review Commission, 

3 claimed the 2008 Lu Ban Awards and 5 claimed 

the 2008 Zhan Tianyou Awards. At the 2008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Awarding Conferenc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five projects 

whos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CCCC’s subsidiaries 

were involved in earned the first prize and second 

prize of the National Award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Sutong Bridge undertaken by 

CCCC was granted the “George Richardson Award” 

at the International Bridge Conference.

In construction of the deep water route, port terminal, 

land reclamation, municipal works, etc. in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the periods of all projects were 

condensed constantly, but CCCC still delivered 

almost all the projects ahead of schedul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Yantian Port in Shenzhen, CCCC’s 

project department entered into a crash agreement 

with the owner on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three times by condensing the former contract period 

of four years into two, the project was thus granted 

the Zhan Tianyou Awards and Lu Ban Awards and 

received a reward of nearly RMB 60 million from the 

owner.

accuracy and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the listed company.

As a supplier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ducts 

and services, CCCC’s major stakeholders are 

owners at all levels, therefore, we regard professional 

appraisal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 that of major 

stakeholders. Over the past year, CCCC valued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honored business credit 

with a contract performance rate of 100%. With 

respect to construction, completing construction 

on schedule or shortening construction periods is 

owners’ biggest wish on the basis of safety and 

quality assurance. Through sustained efforts, many 

of CCCC’s project departments conducted in owners’ 

position and went beyond owners’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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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逆境发展

1. 稳定增长

面对2008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交股

份上下齐心，沉着冷静，积极应对，保证公司平稳持

续发展。根据公司在香港发布的业绩报告，全年完成

营业收入1788.89亿元，税前利润98.31亿元。在国民

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经济

刺激政策，扩大生产，稳健发展，拉动内需，保障就

业，发挥了中央企业应有的作用。公司2008年成功进

入《财富》杂志 “世界500强”。

2 0 0 9 年 ， 中 交 股 份 （ C C C C ） 、 中 港

（CHEC）、中路（CRBC）三个品牌都被中国对外承

包商会评为首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三A企业；根据

ENR排名，2008年中交名列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第18

名，在中国公司中名列第一。根据ENR专业排名，公

司在水工、港口领域位居第一，在桥梁建设行业位居

世界第四。

公司基建业务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传统竞争

优势更加明显。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建成通车；罗

泾码头二期工程、南堡油田人工岛通过验收；金塘大

桥、天兴洲大桥全线贯通；重庆朝天门大桥、上海长

江大桥胜利合龙；洋山深水港、曹妃甸港区、长江口

深水航道等大型重点项目进展顺利。

公司完成的重大交通工程打通了区域交通瓶颈，

保障了交通枢纽的畅通，完善了区域乃至全国交通网

络，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新的经

济发展基地或试验区，公司致力于交通、围海造地等

基础设施建设，为众多重大项目落地创造条件，有力

推动了新区的发展；在许多重大项目中，公司建设者

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显著缩短工期，

为业主减少了时间成本，交通改善直接提高了社会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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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

冲击，虽然公司各单位生产经营也遇到了困难，但仍

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作为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主力

军，中交股份承建的诸多国家大型重点工程建设项

目，2008年提供40多万个农民工就业岗位，充分发挥

了中央企业促进就业、拉动内需、保障社会稳定的中

坚作用。同时，公司积极创造岗位，2008年公司招聘

大学生5400人，社会招聘3100人，占公司员工比例近

10%，为保障就业做出了贡献。

除了通过国内工程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外，公

司还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开拓海外工程承

包市场，并根据项目用工岗位需求，带动劳务输出，

为国内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2008年公司海外工作人

员超过1万人。

正在加紧施工的上海青草沙水库工程，是为上

海市民提供清洁水源的一项惠民工程，承担施工任务

的中交上航局，陆续招收了来自四川地震灾区以及浙

江、安徽等地的3000个农民工，高峰用工达6000人。

在青草沙水库工程，上航局项目部施工用土工编织物

大量的订单保证了上海市几十家国有、民营和乡镇中

小企业的正常生产，先后租用了200余艘民间运输船

舶，给这些受金融危机严冬影响的民营船舶企业带来

了丝丝暖意。

2008年，中交天航局进一步加强了人才引进工

作，特别是增强了高校毕业生的引进力度。一是招录

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2008年，公司共招录大学生

524人，相当近4年招录人数的总和；二是大学生来源

最广，524名大学生分别来自遍全国71所院校；三是

总体素质历年最高，新员工中研究生学历44人，本科

生436人。

路桥建设接受大中专应届毕业生近500人，为国

家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2008

年，积极开展员工教育培训工作，加大农民工培训力

度，建立农民工学校，建设项目图书室，举办各层

级、各专业培训班，多数农民工获得专业技术培训证

书，通过各种培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熟练

工。

6月12日，《南方日报》和广东省教育厅（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联手发起的“给灾区毕业生

一个工作机会”行动，虽然此时中交广航局2008年大

中专毕业生招聘工作业已结束，但公司领导和人力资

源部积极主动与省教育部门联系，对口招聘3名来自地

震灾区的毕业生。

公司疏浚业务品牌优势进一步加强。“通旭”、

“新海凤”等一批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疏浚船舶陆

续投产。目前，中交疏浚船舶总装机功率和总仓容量

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些船舶打造了中国自主品牌，

实现国轮国造，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公司装备业务竞争实力进一步提升。上海振华继

续保持领先优势，产品出口73个国家和地区，集装箱

起重机业务占据全球78%的市场份额。成功打开海上

重型装备市场，世界起吊最大的“蓝鲸”号7500吨全

回转浮吊交付使用。这一重大装备打破了国外企业的

垄断，形成中国自主品牌，有力地振兴了中国装备制

造业。

公司外经业务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2008年，公

司外经新签合同额、营业额、利润总额大幅增长。公

司已在57个国家设有67家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

目前，境外在建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已近30个。

公司设计业务经营领域进一步拓宽，铁路勘察

设计业务实现突破。铁路业务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全年新签合同额315亿元，在建铁路工程包括京沪高

铁、沪宁城际、石武客专、哈大客专等国家重点工程

已达到450亿元。投资业务运营项目进一步增多。其

它业务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

世界先进、国内最大的超大型耙吸挖泥船“新海凤”轮

“蓝鲸”号（7500T）全回转浮吊

公司在50多个国家设立办事机构

上航局青草沙工程保障就业

给灾区毕业生一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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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evelopment in Adversity

1. Steady Growth

In the face of th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08, CCCC 

stayed united and coped with it calmly and positively 

to ensure smooth and cont inuous corporate 

development. Amid slowdow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CCCC played the due role of a central 

enterprise by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policies for economic stimulus, expanding production, 

developing steadily, fueling domestic demand and 

securing employment. In 2008, it was successfully 

ranked among Global Fortune 500.

In 2009, CCCC,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 Ltd. 

and China Road & Bridge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were all listed among the first Class 3A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by China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according to ENR’s 

CCCC’s competitiveness in equipment business 

has been further sharpened. Shanghai Zhenhua 

has maintained its lead by exporting products to 

7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its container crane 

business holding a share of 78% of the global 

market; it has successfully tapped the heavy marine 

equipment market, and the 7,500T Blue Whale full-

swing floating crane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hoisting 

capacity has been delivered for use.

CCCC’s market share of foreign trade business 

has been further expanded. CCCC has established 

67 branches, business offices and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57 countries, and has 28 projects under 

construction abroad, each of which boasts a contract 

amount of over US$ 100 million. 

CCCC’s design business scope has been further 

broadened, with breakthrough achieved in railway 

survey and design business. CCCC’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n railway busines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with a new contract amount of RMB 31.5 

billion, and railway projects underway include national 

key projects like 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way. Operating projects of investment business 

have been further increased, and the capacity for 

other businesses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2. Employment Security

As the main force of  China’s t ransportat 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CCC has undertaken 

a number of national key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at 

offered migrant workers 400,000 jobs in 2008,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nucleus role of a central enterpris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fueling domestic demand 

and guaranteeing social stability. Meanwhile, CCCC 

actively creates jobs and recruits about 5,000 

university graduates a year.

rankings, CCCC was ranked 18th among the world’s 

largest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and topped the list 

of Chinese contractors in 2008. According to ENR’s 

specialty rankings, CCCC was ranked 1st in hydraulic 

works and ports and 4th in bridge construction in the 

world.

CCCC’s dominant position in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has been further consolidated and traditional 

competitive edge more significant. The major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completed by CCCC have 

broken the bottleneck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ensured the clearance of traffic hubs and perfected 

regional and nationwide traffic networks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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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能减排

公司通过全面管理，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

境，珍惜地球资源，主动改善企业的环境保护系

统。公司根据国务院、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节能减排

的方针政策为指导，制定了落实方案和实施细则，

建立相应的程序、须知和操作规程，建立有利于节

约能源、降低能耗以及加强环境保护方面的激励机

制。

1. 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根据2008年的统计，中交股份提前完成了国

资委提出的阶段性节能减排管理目标。

在此前努力的基础上，2008年，根据国务院

国资委《中央企业任期节能减排管理目标》要求，

中交股份制定了第二任期（2007—2009年）节能

减排的控制指标：到第二任期（2007－2009年）

末，公司万元营业收入综合能耗比2005年下降16

％，缩小建筑施工单耗指标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根

据整体目标，公司对所属二级企业第二任期节能减

排目标做了分解。其中，重点企业要超额完成中交

股份节能减排目标，企业能耗指标接近或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及应用有新的重大突

破；一般企业要围绕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污

染物排放等重点，进一步增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意识，建立健全节能减排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落

实节能减排责任制，第二任期（2007－2009年）

万元营业收入综合能耗比2005年下降16％。

2. 完善节能减排管理

（1）建立健全了节能减排组织体系

2008年8月7日，公司成立了由总裁任组长、

副总裁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组成的中交公

司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公司节能减排工作

的监督、管理和考核工作；并制定印发了节能减排

领导小组工作办法，明确了各部门节能减排工作的

分级责任，为下一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打下基础。

各单位均按要求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节能减排

工作领导小组， 从组织上、机构建设上为做好节

能减排工作奠定了基础，加强了节能减排工作组织

领导。

（2）完善了节能减排各项管理制度

为加强节能减排管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进一步明确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

重点、职能定位和各项措施。按照分级管理原则，

万元营业收入综合能耗 0.21吨标煤/万元

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  1.31吨标煤/万元

建立从总部到基层多层次节能减排组织体系，责任

层层落实。为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按照企业能耗

及排放情况，将所属二级企业划分为二类：第一类

为重点企业，第二类为一般企业。将节能减排目标

完成情况与所属二级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挂

钩。各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逐步建立健全了节能减

排管理制度。

（3）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对节能减排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8月28日，公司在江西庐山举办了节能减排管

理人员培训。此次培训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

支持。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员工对开展节

能减工作排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学习了节能减

排基础知识，统一了节能减排统计口径，为做好节

能减排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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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按照国家发改委等14部委的统一部署，公司为培

养员工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发挥中央企业在建设节

约型社会中的示范作用，于2008年6月15日至21日开

展了以“依法节能，全民行动”为主题的“节能宣传

周活动”。

“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公司总部及各单位

均按照公司统一部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利用企

业内部刊物报刊、互联网、广播、板报、宣传栏张贴

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

性，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以《节约能源法》、《国务

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节能减排法规政策的

宣传贯彻为主线，以绿色奥运、节能灯、限制使用塑

料购物袋、环保型建筑、绿色建筑、节约土地、岸

线、能源、建筑材料为重点积极开展教育培训；通过

大力开展合理化建议、节能减排研讨、技术交流、知

识竞赛等创新活动，调动了广大员工参与节能减排的

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节能、重视减排、从我做起的

良好氛围。

各单位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交一航局一

公司组织了节能知识答卷；中交三航局组织开展“节

能减排”知识竞赛，并召开视频会议进行总结表彰；

中交广航局利用公司企业报刊《广航疏浚》，开辟了

节能减排专版，建立了节能减排宣传和交流平台。另

外，各单位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从管理组织机构、分

级责任制、优化设计方案、淘汰落后生产力等8个方面

着手开展自查自纠活动，确保了节能减排指标的圆满

完成。

（5）重视日常节能减排

公司各单位强化生产过程监控，落实节能减排措

施：做好节约用电、用水和各种物、材料工作；完善

和落实交通、接待、维修等制度，厉行节约；对具备

条件的机械设备推行使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低质燃

油；加强对设备的维修保养力度，利用小经验、小窍

门达到节能环保的效果。

3. 及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按照国务院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加大了对

船机设备和施工机械的更新改造力度，按照国家标准

实施严格的节能减排管控制度，淘汰落后技术和资源

利用效率低的设备。明确规定不得购置高能耗和排放

不符合标准的设备，加大对重点耗能设备和运输装备

的抽查检测力度，达不到安全和超能耗指标的坚决退

出。

公司2008年淘汰了一批老旧设备、车辆，通过淘

汰落后生产能力，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极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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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指标

公司上下高度重视创新，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

新、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减

少污染排放，确保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

中交三航局的“废浆水回收利用”、“高压蒸养

控制系统改造”、“锻打替打开发”等技术开发应用

项目，及“车辆油耗定额测定、控制”、“电子式单

相预付费电能表”等节能管理创新，均取得了比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良好影响。

在2008年上半年轻柴油价格很高的时候，中交天

航局在具备燃用重油条件的船舶上推广“以重带轻”

工作，共节约费用416万元，各船舶都实现了预期节

能减排目标，万方油耗同比降低了13%。燃用燃料油

来代替轻柴油，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性。

中交上航局针对市场上燃料油质量差错不齐，严

重影响船舶设备运转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的问题，

成立了船用燃料油混合研究小组，对燃油的混油开展

了一系列的研究，力求研究出一套最佳配兑方法和方

案（标准），从而提高混油质量，该项研究在国内尚

属首例，目前，混油配兑研究已有了新的进展。该局

建设公司为航浚4012轮改善主机“吃”低质油的功

能，从燃油系统改造着手，通过增设燃油混兑装置、

更换油滤器型号，试用燃油添加剂，提高扫气温度、

加强增压器清洗频率等手段，既使低质油得到充分燃

烧，又减少了结碳和对缸套的磨损。

中交三公局桥梁维修加固的相关技术，如可以缩

减成本的高粘度改性沥青路面维护铺装技术、减少对

路面腐蚀的路面桥面自融雪养护技术研发、延长公路

桥梁使用寿命环保型的光触媒桥梁隧道自清洁技术等

应用技术，申请了国家级专利。

中交四公局增加环保投入，改进工艺流程，降低

污染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如曹妃甸北环路路面项

目的沥青拌和站在采用了导热油管保温覆盖和生产前

分罐加温的技术改进措施后，大大节省了沥青加热时

的柴油消耗；改进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将每根桩的

成孔时间有原来的32小时缩短到24小时，节约了一部

分电源。

2008年振华港机主要采取的节能技改措施有：更

新了600台大容量电焊机，采用先进的ZX5－6×400的

晶闸管直流电焊机，工作载荷为55kw，预计年节约标

准煤3000吨左右，节约费用482万元。在各生产车间

安装了低压电容补偿电容器柜，提高功率因数，减少

无功损失，该项目投资34万元，节约标煤约170吨。

将车间内的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汞灯更换为节能灯

后，车间内照度与原来相当，但至少可节电28％，该

项目总投资88万元，节约标煤约55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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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动保护环境

公司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工程建设的基本

追求，在工程建设中主动开展环境保护，力求将环保

要求贯彻到每一个具体工程、每一个具体环节。

中国港湾在沙特RSGT项目施工中，项目部用高

于沙特环境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在沙特政府环保部

门多次对海上作业船舶进行严格的专项环保检查中，

检查组对项目部所做的环保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路桥刚果新水泥公司生产初期，因当地的

原材料的问题，烧窑产生的窑灰无法进行回窑利用，

只能在收尘后做丢弃处理。这项工作不仅增加了工人

工作量，还每天白白丢掉200多吨的生料，对公司也

是极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刚果新水泥公司技术部门

多次通过对原材料组分配比的实验和对水泥、熟料强

度，窑尾气中粉尘的化学检验，对“回收窑灰”的技

术进行重点改革。仅此一项，每年节省生产成本达90

万美元。在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水泥厂烧

中交京沪项目部五工区（一公局）在京沪高速铁

路阳澄湖施工中，主动联系清华大学、苏州大学等国

内权威咨询、监测机构参与阳澄湖环水保的策划、实

施、监控，确保了施工期间，阳澄湖区环境水、及围

堰土壤达到“环境零污染、环保零投诉”。从水质监

测机构的检查数据表明，京沪高速铁路的施工没有污

染阳澄湖水质，达到了“施工零排放”，“水质零污

染”的环水保工作目标，湖区生态环境及养殖业没有

受到影响，获得了社会好评。

路桥建设青岛海湾大桥项目部位于国家海洋开

发的重点水域胶州湾，项目部按照相关海洋环境保护

规定，结合招投标文件及海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20

多项规章制度，设专人严密监管油料的使用和船机设

备的运行，极力避免船舶漏油；安全环保部门文明施

工检查时将泥浆、生活垃圾等作为排查重点，严格控

制污染源头；广大技术人员在施工中认真研究，深入

成部门也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针对窑系统的用风匹

配问题、分解率问题等多方面积极深入讨论，在工艺

上进行相应的改进，年平均油耗96.20公斤/吨，与往

年同期相比，单位油耗降低了9％，年节约生产成本

50多万美元，平均日产量提高了8％，增效达160万美

元。

新疆果子沟大桥地处国家一级风景旅游区，保护

生态环境十分重要。中交二航局项目部成立之初就建

立了环保管理网络图，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环保管

理方案，与各施工队分别签订了环保协议，项目部组

织了员工集中收看环保、水土保持影视资料，进行了

环保知识教育，设立了兼、专职环保监督管理员。针

对生活垃圾、施工弃渣，该项目部分别累计投入了十

几万元，购买了垃圾袋、垃圾桶，投入专用车辆，将

垃圾统一运输到沟外处理，同时还制作了环保警示标

牌、环保宣传标语等来培养环保意识。

探索，研制了“泥浆循环净化系统”、“旋挖钻泥浆

补位工法”以及“泥浆再造系统”等方案，取得了重

大突破。其中“泥浆循环净化系统”在青岛市举行的

“我为节能减排做贡献”合理化建议中获得三等奖。

确保阳澄湖不受施工污染水泥厂不污染美丽非洲

路桥建设在青岛海湾大桥建设中，用船将泥浆运至指定位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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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哈大铁路项目二公局十家堡梁场围绕“节

能减排”这一主题，从排水设施、污水处理、场地绿

化、临时用电、场地及生活垃圾处理等方面综合考

虑，将其全部纳入梁场建设的规划之中。例如，排水

设施建设以不损害周边村民利益和周边农作物为目

的，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将排水沟全部设置在梁

场靠主便道内侧，将原来图纸设计的多条排水沟经过

优化设计变成一条主沟，然后经过一个大的沉淀池进

行沉淀流入梁场外侧排水沟。污水处理也采取了同样

的措施，经过多处沉淀然后流入主排水系统进入主

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有效控制了排水系统和污水处

理，避免了施工对村民利益和农作物的影响。

6.节能减排全过程控制

公司高度重视设计节能工作，一是把“节能减

排”的设计理念贯彻于工程设计的全过程，在编制设

计方案和设计文件中，高度重视“节能”方案的评

价，从源头上确保工程施工和投产后的低能耗。二是

在设计过程中，选用能耗低、效益高、工艺先进的装

卸设备、机械设备和使用国家标准的节能产品。三是

在创新创优工作中，把节能减排立项在科技研发课

题，如中交三航院的“码头照明控制方案研究”、

“护岸生态护坡研究”、“疏浚土利用研究”等成

果，体现了科技人员对节能减排控制。

中交水规院作为以设计为主的企业，在设计方案

中一直非常注意考虑工程和环境的和谐问题，首先认

真了解、分析工程当地的环境现状，然后再在设计方

案中吸纳环境评价的内容和要求，使得在项目设计的

全过程度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

7.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

公司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规章制度，从身边一点

一滴做起，以多种方式做到节能减排。

中交四航院通过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节能

减排研讨、合理化建议、技术交流、创办电子刊物、

节能自查等多种形式丰富节能减排工作内容，各项指

标得到改善，如办公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7.35%，

办公用水比去年同期减少26.1%。

中交二公院2008年总的用水量比2007年总用水

量节约12.91%；2008年总的用电量比2007年总用电

量节约1.34%。

中咨集团水电使用量较2007年减少86400千瓦

时，用水减少5940吨。大力通过开展信息化、无纸化

办公，减少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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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nergy Conservation & 
Emission Reduction

T h r o u g h  a l l - a r o u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C C C C 

accomplishe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rotected the environment, treasured 

earth resources and voluntarily improved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CCC worked out the plan 

and detailed rules for implementation, form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procedures, notes and operating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energy consumption red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an operating income of 
RMB 10,000 

0.21t standard coal
/RMB 10,000

Value-added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an operating income of 
RMB 10,000 

1.31t standard coal
/RMB 10,000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8, CCCC achieved the 

goal of staged managem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set by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ahead of schedule.

CCCC establ ished and perfected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rganization 

system, improved all management system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ctively carried ou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CCC at 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ergy 

conservation during design by putting the design 

concep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rough engineering design and valuing 

appraisal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lans while preparing design plans and 

documents to ensur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from the source; by using 

low-consumption, high-yield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loading & unloading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as well as national standard energy-

conserving products during design; and by defin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s a 

subjec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 & D during 

innovation and excellence creation.

emission reduction training and the even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publicity week”, strengthened 

production process monitoring, and fulfilled measure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2008, CCCC eliminated some obsolete equipment, 

vehicles, etc. and duly adjusted the industry structure 

by weeding out backward productivity to boost 

produ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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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抗震救灾

（一）全力投入“5.12”抗震救灾工作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给

灾区人民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中交股份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和国资委关于抗震救灾的统一部署，全力

以赴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广大员工坚定信

心，听从指挥，坚守岗位，确保安全生产秩序，抓好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防范各类风险。

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公司第一时间行动起来，迅

速协助救援幸存者，发挥专业优势，抢通交通要道，

开展灾后专业评估和检测，积极捐赠财物，援建临时

安置房舍，以人道精神和专业技能全力投入到抗震救

灾工作。 

1. 迅速协助救援幸存者

5月12日15时27分，中交三公局都江堰岷江四桥

项目部快速反应，组织11名工地人员临时组成的救援

队赶到聚源中学。在与当地政府救援队伍、部队及家

长们的共同努力下，至当天晚上9点陆续救出了37名

幸存者。 

5月13日，公司对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一、

立即启动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确保生命财产安

全。二、组织好自救工作，尽全力减少损失。三、积

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四、积极发挥

政治作用，做好企业的稳定工作。五、严格值班制

度，自觉接受地方政府领导。

5月13日，中交三公局桥梁特种工程公司都江堰

岷江四桥项目部和成都青龙场桥项目部30多名员工，

到达都江堰聚源中学并在废墟中寻找、抢救幸存者；

14日凌晨1时30分，终于成功解救出一名叫陈小龙的

中学生。他成为当天在聚源中学解救出来的唯一一名

幸存者。

中交三公局 —— 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救援队 解救中学生陈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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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抢通交通要道

地震切段了通往汶川的通道，公司距离地震现场

最近的单位迅速行动，抢通交通要道。13日凌晨，中

交三公局成都北新绕城立交项目部与成都市多家单位

组织抢修小渔洞大桥，15日24时，抢通两公里的生命

通道。18日，在灾区进行了大量人员救援的都江堰四

号桥项目部、青龙桥项目部急行军抢修212国道广元

到青川沙洲白水大桥。

5月13日晚8时，中交二航局鄂东大桥B标项目部

积极响应湖北省交通厅号召，抽出12人组成抢险救灾

突击队，奔赴四川抗灾一线，负责搭设临时便桥，抢

修拉通因地震受损的公路和桥梁。当地百姓对他们的

工作非常满意，把他们当成了解放军，经常亲切地问

候：“解放军同志，辛苦了！”

路桥建设项目部员工抢通生命线

中交三公局项目部抢修沙洲白水大桥

5月14日中午，路桥建设承建的广元至巴中高速

公路LJ10合同段项目部在开展抗震自救的同时，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机械赴北川和青川重灾区。在艰险的

环境里，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一起形成新

的团队，清理道路塌方。公司员工组成的爆破人员经

过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奋战将中断16个小时多的202省

道贯通。



48Page 49Page

3.积极捐赠财物

地震发生后，公司上下积极为灾区捐款捐物。中交股份先期通过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捐款500万元，向东方电气集团定点捐赠50万元，据最终统计，公司各单

位及员工积极捐款捐物，捐赠物品价值223万元，累计捐款5951万元，其中特殊

党团费940万元。

公司各有关单位立即行动，积极协助当地政府抗震救灾，第一时间投入挖掘

机、推土机、吊车等大型设备136台（套）。

4.援建临时安置房

中交三航局迅速组建78人组成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和1200多人参加的原件安置房抢险

队，奔赴四川绵阳、都江堰和甘肃礼县、天水等重灾区，历时2个月，在余震威胁中克服种

种困难，建造了4700多套约10万平方米安置房和校舍。

中交大型设备在抢险现场

中交三公局运送救灾物资设备

中交二航支援灾区

中交三航局为礼县建造的板房

振华港机向灾区捐款

中交员工向灾区捐款捐款

中交集团向灾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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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专业救助

随 着 抗 震 救 灾 工

作的全面推进，公司充

分发挥公路、桥梁勘察

设计和施工方面的专业

优势，迅速从中交公规

院、中交一公院、中交

二 公 院 、 中 交 桥 梁 技

术、中咨集团等单位选

派包括中国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英国皇家特许

建造师在内的10多名专家，以及数百名高级工程技术

人员，组成专家组，赴灾区现场勘察、调研，为规划

交通基础设施重建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其中，桥梁公

司副总经理崔玉萍作为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害评估委员

会交通基础设施专家组组长，赴灾区进行调研，为灾

后重建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崔玉萍主任还主持编写

了道路、桥梁、隧道交通设施抗震救灾应急手册。一

公院承担了500多公里公路及245座桥梁、6座大型隧

中交桥梁公司工程师在仔细察看桥梁

灾民向中交二航局救灾突击队送锦旗

获 评 单 位 或 个 人 评 价 内 容 评 价 机 构

中交三公局都江堰岷江四桥项目经理部 中央企业2008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国务院国资委

中交股份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交通运输部

都江堰项目经理徐得军和总工张翼 中央企业2008年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国务院国资委

罗晓娟、张翼
中央企业2008年抗震救灾优秀
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

国务院国资委

中交二航局二公司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全国总工会和国资委

中交二航局二公司抗震救灾突击队 全国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 全国总工会

中交二航局二公司工会 全国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工会组织 全国总工会

中交二航局党委 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 湖北省

中交三航局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评价情况道以及大量支挡结构工程的检测、评估工作。二公院

完成了600余公里的灾区公路重建工程调查、检测、

评估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重建。

6. 相关评价

中交股份的努力为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当灾区人民的赞扬，也得到

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1 中交公规院获得抗震优秀救灾志愿服务组织奖

中交股份获得交通运输部抗震救灾先进集体2

中交三航局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抗震救灾先进集体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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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灾抢险

2008年年初，中国南方发生严重的冰雪灾害，公

司多家单位积极投入到救灾抢险之中，组织开展救灾

工作。同样，在海外发展中，在当地遇到灾难的危险

的时候，公司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和居民做好救灾抢险

工作。

为抗击冰雪灾害，中交一航局、中交二航局灾区

项目部在保证施工正常进行的同时，深入江苏无锡、

湖南株州的医院、学校、车站协助当地抗雪救灾；中

交四航局、中交四航院员工积极为滞留广州火车站旅

客购买棉被、大衣和食品。

2008年1月，路桥建设承建的贵阳至都匀公路项

目沿线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公司全体员工开

展以“雪中送炭、彰显责任”为主题的捐款活动，向

贵都公路沿线受灾群众定向捐款40多万元。

2008年2月中旬，塔吉克斯坦遭遇百年罕见雪

灾，中国路桥公司塔乌公路项目沿线多处发生雪崩，

其中由安佐布隧道至杜尚别的道路受雪灾影响尤其严

重。雪灾发生后，中国路桥塔乌公路项目部立即部署

抗灾工作，成立清雪工作组，经过数日连夜奋战，实

现了道路畅通，确保装载农业种子的运输车辆在滞留

多日后及时抵达目的地，使当地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

点。2008年10月5日，吉尔吉斯斯坦发生8级地震，公

司驻吉尔吉斯斯坦办事处紧急抽调了人员和设备，以

最快速度赶赴灾区进行救助。

IV. Quake Relief

The catastrophic May 12 earthquake in Wenchuan, 

Sichuan caused huge losses of life and property to 

the people in the quake-hit areas. CCCC went all 

out for quake relief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unified deploy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CCCC responded promptly to assist in rescuing 

survivors, the project department of CCCC Third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for the fourth bridge 

of the Minjiang River in Dujiangyan made a fast 

response by organizing and sent a rescue team of 

11 construction workers to Juyuan High School. Wit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CCCC’s rescue team, the 

rescue team sent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troops 

and students’ parents, 37 survivors were rescued at 

9 p.m. that day. 

As the earthquake cut off the traffic to Wenchuan, 

the closest unit acted promptly to restore the traffic 

hub. Following the occurrence of the earthquake, the 

whole company actively donated RMB 2.23 million 

worth of supplies and RMB 59.51 million in cash to 

the quake-hit areas. All relevant units also moved 

immediately to actively assis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quake relief by promptly inputting 136 sets of large 

equipment like excavators, bulldozers and cranes. 

With the full advance of quake relief, CCCC took full 

advantage of its expertise in road and bridge surve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swiftly organized 

and sent various expert teams made up of over 10 

experts including Chinese engineering survey and 

design masters and CIOB constructors as well as 

hundreds of senior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to 

the quake-hit areas for survey and investigation and 

to provide technical guarantee for the planning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severe snowstorm in South China in 

early 2008, many of CCCC’s subsidiaries plunged 

actively into disaster relief in diversified forms. In the 

middle of February 2008, Tajikistan suffered from 

the worst snowstorm in a century, with numerous 

avalanches hitting the areas along the Tajikistan-

Uzbekistan Road that was being constructed by 

China Road & Bridge Corporation, of which the 

section around Dushanbe was gravelly affec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snowstorm, 

the Tajikistan-Uzbekistan Road project department of 

China Road & Bridge Corporation deployed disaster 

relief, organized the snow-clearing team and worked 

around the clock, thus restoring the road to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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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奥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为全世界人民

呈献了一场经典的奥运盛宴，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运

动员的广泛好评。举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会

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中央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

骨干和中坚，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公司优质高效

地完成了公司承建的奥运工程项目，积极做好奥运志

愿工作，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奥运会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支持。

1. 确保奥运工程建设

中交股份承担了奥运会青岛国际帆船中心工程，

承建奥运水工工程后，不负重托，敢打敢拼，于2005

接减少粉尘排放2000多吨，极大地改善秦皇岛市

大气环境质量，对奥运会期间及以后整体环保水平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交一公局交通工程公司高效承建17个奥运

场馆、会议中心、场站交通工程赛前工程，优质高

效完成机场南线工程。

2. 应急保障工作

2008年5月底以来，青岛奥帆赛场西南部海域

爆发大面积浒苔，公司立即介入浒苔处置。中交

一航局从海上打捞运输、陆上清运、海上布设围油

缆、布设流网、钢浮筒加工、码头卸浒苔、扭王字

一航局二公司参建的青岛奥帆基地 一航局曹妃甸煤码头起步工程防风网工程提前竣工

一航局二公司机关党员清理浒苔

年10月提前工期2个月优质高速地完成施工任务，工

程获鲁班奖。中交一航局二公司还专门派出两艘船舶

为第29届奥运会帆船比赛服务，作为大赛专用浮码

头。中交一航局二公司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各国选手和

游客的尊重和认可，获得“青岛国际帆船赛筹办工作

贡献单位”、“青岛奥帆赛残奥帆赛突出贡献单位”

等多项荣誉称号。

秦皇岛港煤三期防风网工程是秦皇岛市为迎接奥

运会的召开，确定的十大奥运环保工程之一，2008年

7月15日，在经历了8个月的艰苦奋战后，由一航局承

建的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秦皇岛港煤三期

23米高的防风网主体工程胜利完工，防风网每年可直

块供应等方面，全方位投入浒苔处置作业中，由近海

向深海，布设起一条几十公里的拦网，青岛奥帆赛场

50平方公里竞赛水域成功实现了围栏、围网的合围。

山东省和青岛市处置奥帆赛场海域浒苔爆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向一航局二公司发来感谢信，对该公司全力支

持浒苔清理工作，为确保2008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顺

利进行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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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奥运交通服务

首都高速公路公司加班加点，确保机场路安全

畅通，奥运会召开之前做了大量的预案体系，组织了

10次各类演练，引进了专业路面清洗设备；奥运会期

间，开展了大量的道路巡查、路面清扫、人工拾杂、

绿地保洁、桥梁检查。

2008年8月，根据北京奥组委和中央企业团工委

安排，公司共组织20名驾驶员志愿者参加了北京奥运

会交通志愿服务工作，共执行350次任务，接送523位

客人，安全运行12449公里，出色地完成了奥运志愿

服务，圆满实现了“零缺岗、零事故、零投诉”的目

标，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和奥组委的肯定和认可。

中交集团志愿者与车辆合影

公规院荣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的 “服务奥运奖”

4. 相关评价

中交集团荣获“中央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驾驶员

志愿者工作优秀组织奖”；赵鹏、宋东海两位同志荣

获“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先进个人”称号；中

路公司柳承辉、中交一公局王阳、中交三公局王永刚

等三位志愿者荣获“中央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金牌驾

驶员志愿者标兵”称号；其他志愿者全部荣获“中央

企业系统北京奥运会金牌驾驶员志愿者”称号。公规

院北京中交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凭借在奥运建设中的突

出表现，荣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的北京市奥运工

程规划勘察设计与测绘行业“服务奥运奖”。

中交股份三名员工光荣当
选为奥运火炬手

V. Olympics Security

The success of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s delivered 

a perfect and classic pageant to the world. CCCC 

outstandingly and efficiently completed Olympic 

projects it had undertaken and took active part in 

Olympic volunteer service to offer strong support 

within reach to the Olympics. After undertaking the 

hydraulic works of the project of the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CCCC lived up to the full trust in them 

by working against the clock to perfectly and rapidly 

complete construction in October 2005, two months 

ahead of schedule.

Since late May 2008, the southwestern waters of the 

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have been plagued 

by Entermorpha (an algae species), at the news, 

CCCC immediately got involved in the disposal of 

Entermorpha.

In August 2008, arranged by the Beijing Olympic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the CYL Committee of 

Central Enterprises, CCCC organized 20 employees 

as traffic volunteers for the Beijing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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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等知识，指导农户科学种养，组织本村15户种养

大户参加种养技术咨询会，提高村民科技种养水平，

2008年上半年旧仓村仅花生产量就比去年增产30%。

工作组还建了一个年产规模300头的养猪场，每年可

为村委会增加3.5至4万元的集体收入。工作组邀请市

人民医院10多名医务人员进村开展送医送药活动，义

务为学生体检，免费为村民诊病、派药。2008年是中

交四航局驻村工作的第四年，该局全年为旧仓村的建

设发展投入55万元，开展了城乡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

活动，助困助学14.5万元。更重要的是，中交四航局

驻阳西县新圩镇旧仓村工作组各项工作已经有了扶助

六、扶贫济困

公司一直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视为必须坚持的传

统美德，视为企业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2008年，公

司继续积极参与社区建设，鼓励职工志愿服务社会，

热心参与慈善、捐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关心支持教

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

1. 对口帮扶

公司总结历年来定点扶贫工作的经验以及企业参

与扶贫工作的特点，公司通过产业扶贫开发使贫困人

群尽快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2007年，公司

在怒江州泸水县建立产业扶贫林果基地种植“丽江雪

桃”，当年投入资金40万元。2008年，公司再次投入

资金40万元支持该项目的建设。目前，共种植丽江雪

桃454.2亩，发放种苗22712株（3年以上成年苗4112

株），受益农户311户。公司目前已经制定并启动了

2009年怒江州扶贫工作计划。

2008年，中交一航局在天津宝坻区牛道口村全

面实施了“对口帮扶”项目，先后投入资金200余万

元，为牛道口村修建了总长4公里的四条南北主干道，

并安装路灯128个，大大改善了村容村貌，方便了群

众生活。同时，还为牛口道村小学修建了一条混凝土

路面，为该校师生办了实事。为对一航局义举表示感

谢，牛道口村将此次新建的四条村主干道命名为“中

交一航路”。

2008年以来，中交四航局驻阳西县新圩镇旧仓

村工作组紧密围绕工作主题，帮扶群众发展经济。工

作组先后修整了道路、水利设施，解决1000多亩农

田的灌溉难问题；邀请专家到村讲授防治虫害、适时

中交一航局天津宝坻牛道口对口帮扶

中交四航局为村民送义务医疗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四航局提出“整体规划、分步实

施、平稳推进、逐步提高”的驻村工作方针，努力开

展各种帮扶活动，将一件件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

坎上。

中交上航局党委和崇明县三星镇海安村党支部开

展了为期三年的结对帮扶活动。2008年1月15日，该

局到海安村商谈落实帮扶工作项目，送上春节帮困慰

问金8500元，到重病特困村民家里进行了探访，随后

将帮扶修路资金划给海安村，新修了5条机耕路，新建

了部分的水利设施（泵站、水渠等），对村内厕所、

废水排放等进行了集体整治。2008年，该局工会走

访慰问特困职工家庭近百家、看望连航赴海外员工家

属，发放慰问款物总额约数万余元，继续开展 “手拉

手，帮困助学活动仪式”，对20位高考入榜的困难职

工子女给予一次性人均1000元资助。

中交一航院响应天津市支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号召，2008年一期工程中为宝坻区尔王庄乡于家堼

村农村文化活动站捐助10万元帮扶款，并赠送了一批

办公桌椅、文件柜、电脑和健身器材。2008年4月，

响应天津市总工会、市退管会号召，为行动不便退休

职工赠送了6辆轮椅。2009春节元旦前后，为驻街社

区困难居民送去100袋大米、100袋面粉、100桶食用

油，为驻街社区特困户送去慰问金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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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教育

2008年,公司共青团员募捐26.5万元,为怒江州

民族中专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电化教学教室，于2008

年11月20日投入使用。为帮扶贫困地区发展经济，

公司向四川革命老区捐款200万元，用于支农投入。

为认真落实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推动中非新

型战略伙伴关系新措施”的要求，中国港湾建立了

“中国港湾奖学金”，为苏丹培养留学生10人，中

国路桥向肯尼亚内罗毕捐赠122万先令修建小学。

中交一航局毛里塔尼亚项目经理部在进行罗

索—博盖公路（二标段）工程施工，发现工程区域

附近一座学校破旧不堪，便为当地修建新校舍。

这所被命名为“友谊学校”的公益学校于2008年2

月6日正式全面移交使用。 “友谊学校”所在大区

（省）、市——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布拉克纳

省、博盖市，为学校的落成与交接举办了当地最高

级别的典礼。

中交二航局捐赠25万元修建的一所以中交二航

命名的希望小学——红安县武汉青联·中交二航希

望小学于2008年元月落成揭牌。公司太中银铁路二

分部，通过派出专业队伍为当地疏通进、排水渠和

新建临时水渠千余米；先后共出资3万元帮助当地村

寨修建文化活动中心、支持各村村委会进行社会主

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二航局近年来持之以恒坚持两

节慰问，今年更是加大了慰问力度。2008年，二航

公司为怒江州民族中专建设的电化教学教室

内罗毕Mararui小学新教室项目开工仪式现场一航局为毛里塔尼亚修建的公益学校

中交四航局捐赠中学乐队装备

局两级工会共慰问困难职工和离退休职工近4000人

次，发放两节慰问款近300万元。同时，还为入学难

的困难家庭职工子女发放金秋助学款3万余元。

2008年秋季开学之前，中交二公局广济北延项

目再次为远在云南楚雄市的几位贫困学生寄去了学

费。其实，此项捐助活动自2006年的沪苏浙项目就

已开始。当年9月沪苏浙项目与大地网联系，资助云

南楚雄市6名面临失学的贫困学生。在经理部的倡导

下，项目员工纷纷解囊捐助，支持6名学生完成小

学和初中学习。捐助资金由项目办公室统一保管，

从那时起，每次开学前，项目办公室都会提出部分

资金寄给6位素未谋面的贫困学生。2007年7月，沪

苏浙项目工程结束，项目部分人员转战广济北延项

目，不少领导和员工调往其他项目，但爱心捐款没

有因空间和人员的变化而中断，6位贫困学生的求学

道路从未中断。2008年，他们中的者贵宝同学以优

异成绩考上了云南楚雄市重点高中。

2008年，中交二公局凤翔县委组织部商定由二

公局一次性出资22万元，按为董家河乡张家店村援

建一座村委会活动室，年底，张家店村党支部党员

活动室顺利建成。

二航局援建希望小学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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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四航院2008年分别支助广东省慈善总会给广

东省连州市龙潭小学建设图书馆费用3万元，给广东

省教育基金会支助教育基金1万元，给广东省广州市

“幸福工程”捐款1万元。四航院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

企业所在地的区、街和谐共建活动，从人力和财力上

予以支持。2007年响应广东省直工委和省妇联关于开

展“春风送温暖——万名‘爱心父母’牵手困境儿童

志愿行动”，发动职工捐款，共筹集资金53742元，

分三年资助云浮市新兴县的14名贫困学生。2008年

“六一”前期，继续开展“春风送温暖”活动”，为

云浮市新兴县的14名贫困学生送去助学金共计11100

元。

中交太中银铁路工程指挥部第八项目部出资10万

元资助穆村一村委修路并出资8万元参与修建当地小

学，同年出资18万资助军渡村修路。

3. 员工互助

中交天航局工会积极为困难职工生活着想，制定

相关措施，建立了困难职工生活“三条保障线”：困

难职工生活保障线、困难职工医疗补助保障线、困难

职工子女助学保障线。2008年，天航局工会共给29名

员工提供了医疗补助，共计163960元；给4名员工子

女提供了上学补助，共计25000元；给491名员工提供

了困难补助，共计110640元。

为进一步搞好工会送温暖活动，补充各单位慰问

活动专项资金，中交一公局工会自2007年起向各单位

工会拨发专项慰问金用于对特困、伤病职工的慰问，

2008年共下拨专项慰问金190000元。

中交哈大铁路指挥部保证农民工稳定就业，加大

培训力度，促使其向产业工人发展，表彰先进架子队

和农民工，邀请农民工参加集体婚礼。

4. 相关评价

全国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与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会议对近年来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成绩突出的102个中

央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进行了表彰。其中，中国交

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

“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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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Poverty Relief

CCCC has always valued social public undertakings 

as a traditional virtue that shall be kept to and the 

basic moral requirement for corporate citizens. 

In 2008, CCCC continued taking active part in 

community building, motivated staff to serve the 

society on a voluntary basis, was enthusiastic about 

social public undertakings like charity and donation, 

and was concerned about and supportive to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like education, culture and 

sanitation.

CCCC summed up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designated poverty rel ief over the yea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relief, and freed the impoverished people from 

poverty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ugh poverty-reliev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ke them better off. 

Following an investment of RMB 400 thousand in 

building a poverty-relieving forest & fruit base to plant 

“Lijiang snow peach” in 2007, CCCC invested an 

extra amount of RMB 400 thousand in the project in 

2008. Besides, CCCC comprehensively carried out 

the “one-for-one aid” program at Niudaokou Village, 

Baodi District, Tianjin. Since 2008, the working team 

of CCCC Fourth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 at 

Jiucang Village, Xinyu Town, Yangxi County has 

centered on the work subject to aid the mas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July 31, 2007, the Party 

Committee of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 Ltd. 

and the Party Branch of Haian Village, Sanxing Town, 

Chongming County joined hands for the three-year 

one-for-one aid program.

In 2008, the corporate CYL members raised RMB 

265 thousand to build a modern electronic classroom 

for Nujiang Ethnic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and put it to use on November 20, 2008, and 

donated RMB 250 thousand to build a Hope primary 

school. To help impoverished area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CCCC donated RMB 2 million to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n Sichuan for agriculture 

support. In addition, CCCC set up the “China Harbor 

Scholarship” to train ten students for Sudan, and 

China Road & Bridge Corporation donated 1.22 

million shilling to Nairobi, Kenya to build a primary 

school and construct new school buildings for 

Mauritania.



附录
第三部分

Related Appendix



68Page 69Page

一、获奖情况

获 奖 名 称 获 奖 单 位  \  项 目  \  个 人 评 奖 机 构

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多年冻土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ZPMC新一代港口集装箱起重机关键技术
研制平台建设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高海拔地区大型公路隧道建设与营运
关键技术及应用

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先进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2008年国家优质工程奖金奖

东海大桥

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
审定委员会华能玉环电厂一期（2×1000MW）新建工程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

2008年国家优质工程奖银奖

广州港南沙港区一期工程

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
审定委员会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

巴东长江公路大桥

万州长江二桥

宿迁至淮安高速公路五河口斜拉桥

江苏宁淮高速公路老山隧道工程

河南省濮阳至鹤壁高速公路

浙江大唐乌沙山电厂新建工程

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

获 奖 名 称 获 奖 单 位  \  项 目  \  个 人 评 奖 机 构

2008年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烟大铁路轮渡工程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江苏宿迁至淮安高速公路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二期工程

上海外高桥港区四、五期工程

2008年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一航局天津海滨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航站楼）

中国建筑业协会第29届奥运会青岛国际帆船中心

烟台至大连铁路轮渡工程

2008年A类企业 中交集团 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文明单位 
一公局
二公局
二航局二公司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中交股份
二航局
一公院
四航局二公司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定点扶贫工作
先进单位

中交集团
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

中央企业2007年全国青年文明号

天航局曹妃甸总项目部
一航局二公司前湾项目部
三航局上海分公司“港建劲旅”青年项目管理部
中咨泰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一公院桥梁分院
一公局一公司合徐项目
西筑公司计算机信息部
路桥建设北京工程部青岛路面项目经理部

国务院国资委、
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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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名 称 获 奖 单 位  \  项 目  \  个 人 评 奖 机 构

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工人先锋号

二航局二公司、
三航局赴四川抗震救灾工程抢险项目部、
三公局都江堰市岷江大桥4号桥项目部

全国总工会

中央企业2008年
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三公局都江堰岷江四桥项目经理部、
二航局二公司抗震救灾突击队、
三航局抗震救灾指挥部

国务院国资委
国资委党委

中央企业2008年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二航局重庆朝天门大桥项目部办公室主任刘创、
三公局桥梁特种工程有限公司都江堰岷江四桥
项目部总工程师张翼、
三航局副总经理顾巍

国务院国资委
国资委党委

中央企业2008年
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

三公局桥梁特种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二航局二公司党委

国务院国资委
国资委党委

中央企业2008年
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

二航局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王蔚，
三公局桥梁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罗晓娟

国务院国资委
国资委党委

中国工程建设社会信用AAA级 一航局一公司、四航局二公司和广航局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2008年全国水运工程建设
优秀施工企业

二航局、三航局、上航局、天航局、
广航局、一航局一公司、一航局二公司、
一航局四公司、二航局三公司、
三航局二公司、三航局三公司、
三航局宁波分公司、三航局江苏分公司、
四航局二公司、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
中港疏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2008年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优秀企业

中交股份、中交三航局
中国建筑业协会
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优秀企业评审委员会

2008年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先进工作者

中交股份曹信红、中交一航局梁萌、
二公局雷波、三航局洋山分公司杨广础、
中港疏浚股份有限公司柏志坚、
上航局胡爱群

中国建筑业协会
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优秀企业评审委员会

获 奖 名 称 获 奖 单 位  \  项 目  \  个 人 评 奖 机 构

2008年中国最佳诚信企业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诚信企业表彰大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

2008年中国优秀诚信企业

二航局、
四航局、
二公局、
一公局三公司

中国诚信企业表彰大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

全国交通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

一航局、一航局一公司，二航局，
三航局、三航局二公司、
三航局三公司、三航局宁波分公司、
三航局上海浦东分公司、三航院、
中港疏浚公司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

全国交通企业文化建设先进个人
杨力强、杜胜熙、汪国梅、
杨志晶、王振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

2008中国CFO年度人物 公司执行董事、CFO傅俊元
2008中国CFO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暨第五届中国CFO高峰论坛

2008年 “中国承包商和工程
设计企业双60强”第四名

中交股份 ENR / 建筑时报

2008中国最具竞争力港股上市
公司前十强 

中交股份

首批“创新型企业”称号 上海振华港机
科技部
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总工

2008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优秀单位

天航局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

中国最佳上市公司董事会奖 路桥建设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2008年度中国公司治理指数
发布与研讨会

乔治·理查德德森大奖 苏通大桥 国际桥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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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公司名录 

Azingo Limited

Overseas Business
海外业务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基建业务

Dredging Business
疏浚业务

Design Business
设计业务

Investment Business
投资业务

Other Businesses
其他业务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 Ltd.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Road & Bridge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CCC First Harbo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Second Harbo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Third Harbo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Fourth Harbo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First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Second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Third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Fourth Highway Engineering Co., Ltd.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CRBC International Co., Ltd.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CCCC Tunnel Engineering Co., Ltd.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rporation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rporation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Guangzhou Dredging Corporation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

CCCC Highway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Water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Co., Ltd.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CCCC First Harbour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CCCC Second Harbour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CCCC Third Harbour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CCCC Fourth Harbour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CCCC First Highway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CCC Second Highway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hina Highway Engineering Consulting Group Company Ltd.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CCCC Highway and Bridge Consultants Co., Ltd.
中交路桥技术有限公司

CCCC Investment Company Ltd.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Shanghai Zhenhua Port Machinery Co., Ltd.
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CCC Xi’an Roa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 Ltd.
中交西安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China Highway Vehicle Machinery Co., Ltd.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Zhenhua Logistics Group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Zhongjiao Shanghai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中交上海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Chuwa Bussan Co., Ltd.
中和物产株式会社

Beijing Highway Capital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Group Ltd.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quipment Business
装备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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