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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

本报告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布的第

三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内容的时间范围为2009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部分内容适当延伸超出此范围。报告是中

交股份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义务的真实反映，公司在追求自身

发展的同时，同样追求利益相关者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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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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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信息数据由公司及所属企业的相关部门

提供并审核。披露的部分财务数据如果与公司年报有出入，

以年报为准。

本报告编写参照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中央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以及其他机构的编写建议。

本报告分印刷版和电子版。电子版可在中国交通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cccltd.cn浏览、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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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pecification

This report is the thir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ublished by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CCCC) to the society, ranges from 

January 1 to December 31, 2009, and part of this report 

is beyond this range. It truly reflects that CCCC fully 

perform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and pursues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and interested 

parties. The company’s mission and vision shows its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 more prosperous and smooth 

Chinese society and human society, and the core values 

show the common quest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CCCC shall publish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rudentially with a socially responsible attitude, 

guarantee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repor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report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of this report shall be provided, examined and 

approv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thereof. Part of the financial data disclosed 

shall be based on the company’s preliminary statistics, 

shall not used as financial references,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ompany’s annual report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y.

This report shall be formul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Guiding 

Opin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Central Enterprises promulgated by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SASAC), the Guideline o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formulat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the formulation proposals made by other 

institutions.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for this report and hope that it 

will create a communicative platform between us.

Report-related contact information:

Corporate Culture Department of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Add: Room 1019, 85 Deshengmenwai Avenue,Beijing 

100088

Tel: 010-82016803        E-mail: bjb@cccclt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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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相关事务联系：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

地址：北京市德胜门外大街85号1019室（100088）

电话：010-82016803    电子邮箱：bjb@cccclt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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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致辞

2009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危机持续蔓延。面

对严峻复杂的市场形势，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下凝

心聚力迎挑战，求真务实促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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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并

形成了践行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

修路架桥自古就是积德行善之事。对于一家中央企业

来讲，我们首先要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交通基础设施产品，在

国家“高、新、特、难”工程中发挥骨干作用，推动行业的

进步；其次不断提高效率和效益，确保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最后还要通过企业影响力的提高推动国家影响力的

提升，通过企业的强大推动国家的强大。

II. Leader’s Address

In 2009, the financial tsunami swept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continued to spread. Facing the 

severe and complex market situation, the whole CCCC 

met challenges in solidarity and promoted development 

pragmatically to mak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all 

aspects.

The company’s subsidiaries include time-honored shops 

that were bor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witnessed 

the national history of humiliation, struggle and liberation, 

ke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at grew with the republic as 

well as joint ventures and listed companies that emerged 

out of the tid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t different 

stages, they served the society and public in diverse forms 

and developed a cultural tradition of perform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Road repair and bridge erection have been charities since 

ancient times. As a central enterprise, we should first 

provide the society with quality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ducts and play a key role in national “high-tech, new, 

special and tough” projects to promote industrial progress; 

constantly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benefit to ensur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boost national influence through increasing corporate 

influence and promote national prosperity through 

corporate prosperity.

We believe that social progress must be based on 

the gradual harmony of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and that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realistic achievements, leave a spa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future generations and assume as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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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认为，先进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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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商业模式，防范和控制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率

和效益。我们将实践科学发展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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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We believe 

that advanced concepts and behavio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ve become indispensible competitive 

edges for enterprises. 

We hope to motivate corporate management innovation, 

renovate business modes and prevent and control 

risks through perform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increase corporate efficiency and benefit. We will 

fulfill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be 

oriented on humans in an effort to accomplish the all-

round, coordinat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At the new stage, we will inherit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serving the society and public, perfor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re prospec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 a 

bid to create fine products for customers,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aff, benefits for the shareholders and wealth for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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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简介

1. 基本情况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

的特大型国有基建企业，主要从事港口、码头、航道、公

路、桥梁、铁路、隧道、机场、城市轨道、市政道路等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交股份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设计及建设企业，设计承

建了中国绝大多数沿海大中型港口码头；是世界领先的公

路、桥梁设计及建设企业，参与了国内众多高等级主干线公

路建设，在全球跨度超千米的26座桥梁中，设计承建监理了

其中10座；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疏浚企业；是全球最大的

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集装箱起重机业务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75%以上，产品出口74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国际

工程承包商、中国最大的国际设计公司。

III. Corporate Profile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CCCC), an ultra-large state-owned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listed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such as ports, docks, 

channels, roads, bridges, railways, tunnels, aviation, urban 

rail transit and municipal roads in over 70 countries and 

regions.

CCCC is China’s largest port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that has designed and undertak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medium and large-

sized coastal ports and docks; a world leading road and 

bridg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that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umerous domestic high-

grade main roads and designed and supervised the 

construction of 10 of 26 bridge with a span of over 1,000m2 

worldwide; China’s largest an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dredging enterprise that has China’s largest dredging fleet 

and leads the world in the total capacity of drag suction 

dredger and the total installing power of cutter 

suction dredger; the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crane manufacturer whose container crane 

business accounts for over 75% of the world 

and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73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China’s largest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tractor and China’s largest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any.

In 2009, CCCC achieved a new contract amount 

of RMB 360.36 billion, an operating income of 

RMB 226.92 billion, a profit of RMB 7.2 billion for 

shareholders and an earning per share of RMB 

0.49, up 27.3%, 26.8%, 18.5% and 18.5% year 

on year respectively.

In 2009, CCCC was ranked 341st among Fortune 

Global 500 Companies and 22nd among Chinese 

Top 500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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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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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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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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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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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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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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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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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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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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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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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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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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C Tianjin Dredging Corporation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天航局）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rporation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上航局）

CCCC Guangzhou Dredging Corporation
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广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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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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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水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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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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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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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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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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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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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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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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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C Investment Company Ltd.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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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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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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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nhua Logistics Group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振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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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wa Bussan Co., Ltd.
中和物产株式会社（中和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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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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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企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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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力量

中交股份拥有13家工程施工机构，10家设计机构，国家级企业中心达到3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1个，并有5

个公司重点实验室被认定为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品牌建设

中交股份品牌为“中国交通建设（CCCC）”，旗下有“中国港湾（CHEC）”、“中国路桥（CRBC）”、

“振华重工（ZPMC）”等三个国际品牌。

公司重点实验室 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地点

中交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 港口岩土工程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

中交桥隧技术重点实验室 长大桥梁建设施工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武汉市

中交建筑材料重点实验室 水工构造物耐久性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

中交疏浚技术重点实验室 航道疏浚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

中交寒区道路工程重点实验室 多年冻土区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西安市

5. 年度指标

2009年，中交股份全年新签合同额3603.6亿元，同比增长27.3%；完成营业收入2269.2亿元，同比增长26.8%；

股东应占利润72亿元，同比增加18.5%；每股盈利0.49元，同比增加18.5%。

6. 相关评价

2009年，中交股份列《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

341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2位。 2006-2009年，中

交集团连续四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业绩考核A类企业，2009

年列第5位；荣获“中国最佳诚信企业”、“全国交通运输

企业文化建设优秀单位”、“中央企业优秀社会责任实践

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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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

1. 公司中长期战略定位

成为世界一流建筑企业。

● 经营规模：全球建筑企业中前10名；

● 盈利能力：世界500强建筑企业优良水平；

● 成为具有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适应市场的经营机制、关键

领域掌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领先技术、经营管理模式与

国际接轨、海外业务占全部业务的比重接近或超过一半的跨国

公司。

2. 企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以主营业务为基础

以资本经营为支撑

以技术为先导

以人才为关键

积极拓展市场领域

协调持续发展

3. 2007年-2010年规划目标

一强  二优  三飞跃。

一强：

增强在建筑行业的竞争力，使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更加规范化、

整体化、国际化、信息化，成为全球建筑市场中综合实力最强

的公司之一；

二优：

在国内乃至国际建筑行业内，公司生产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双

双居于行业优秀值水平；

三飞跃：

● 经营规模力争跃入国内建筑行业前三名、经济效益位居国内

建筑行业第一名；

● 跃入ENR全球225家最大承包商前10名，成为全球最具影响

力建筑企业之一；

● 跃入并保持在世界500强行列，经济效益在原有基础上有一

个质的增长，真正成为管理先进、技术领先、设备精湛和具有

强大资本运作能力的大型国际公司。

4. 战略实现

2009年，公司全面完成2007年-2010年规划目标。目前，公司

全面启动十二五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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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ompany’s medium & long-term strategic 

or ientat ion: to become a world f i rst-clas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Business scale: top 10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the world;

Profitability: outstanding level of world top 500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become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with a 

norm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 

business mechanism adapting to the market, 

world leading technology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key areas, a mod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ge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overseas 

business accounting for nearly or over half of the 

overall business.

5. 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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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理念

1.企业理念

（1）企业使命：固基修道，履方致远。

公司致力于为社会经济发展构筑坚固基础，为人类往

来修畅行大道；公司坚守法规，厉行理念，追求和谐发展。

（2）企业愿景：让世界更畅通。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领先国家经济社会的发

展。公司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业，秉承行业精神，做到

领先发展，成为技术领先、管理领先、效益领先的企业。在

让世界更畅通的同时，企业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优秀企业

之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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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公司处理与顾客、员工、股东和社会四方面关系

的基本原则。“精品”指优质、便利、低耗、安全和环保的

产品与服务。“机会”既要为员工提供工作岗位，也要提供

个人发展、岗位成才的通道。“效益”使股东得到满意的投

资回报。“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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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脱，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西藏自治区境内，是中国

唯一未通公路的县。为了把公路修进墨脱，中交二公院的技

术人员承担了勘察设计任务，他们多次进入墨脱，克服了地

质条件复杂、自然环境恶劣等不利因素，战胜了饥饿、寂寞

和死亡的考验，胜利完成了任务。培育了甘于吃苦无私奉献

的“墨脱精神”。

上海振华港机公司以创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品牌为己

任，坚持自主科技创新，研制成功40尺双小车集装箱起重机

等具备世界先进水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结束了港

机装备依赖进口的历史。上海振华港机公司敢于和世界大企

业竞争，经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产品出口到世界62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振华港机”

已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名牌，培育了勇于创新领先世界的

“振华精神”。

公司整体上市工作以“龙成项目”命名，它是在原中

港、路桥两大集团刚刚合并重组，各方面关系尚未理顺的情

况下启动的。全体员工以大局为重，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经过9个月的努力工作，使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

市，创造了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在这一过

程中，文化深一层融合，员工进一步团结，培育了善于协作

团结奋进的“龙成精神”。

（5）企业作风：勤奋、务实、严谨、高效。

公司深切了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传统、薄利、市

场竞争激烈的业务领域，要在这一领域中取胜，惟有培育发

扬“勤奋、务实、严谨、高效”的作风。

（6）企业道德：重诺守信、感恩图报。

重诺守信、感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应予继承发

扬。

2.社会责任理念

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体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四通八达、天下往来，

是一个最值得期待的未来图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业，秉承“让世

界更畅通“的企业愿景，致力于完善国家乃至于世

界交通基础设施。这是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核

心理念。

作为交通基础行业产品和服务供货商，中交

股份诚信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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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作为中央企业，中交股份明确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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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股份保障员工权益，创造

就业岗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公民，中交股份开展扶贫济困，保障

奥运工作，关心社区发展，支持公益事业，积极创

建和谐社会。

作为全球公民，中交股份减少能耗、节约资

源，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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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推进

1. 企业社会责任基本要求

中交股份依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提高持续盈利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

进步，确保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

公司还根据管理实际，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初步提出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指标体系。

2.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中交股份把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日常的生产、经

营、管理，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系，千方百计做好安全生

产、诚信经营各项工作，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保

护环境、节约能源，自主创新，推进公司自身发展、推动行

业技术进步，全力保障员工权益、保护合作伙伴权益，促进

社区、项目所在地和谐发展。

公司成立相关的领导小组，制定社会责任各项工作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和保障措施；公司总部有关

部门作为办事机构，建立规章制度，进行监督考核；二级公

司负责日常工作部署和安排，承担相应的管理工作；三级公

司和项目部在日常生产工作中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委员会

科学技术委员会

企业年金管理委员会

总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劳务分包商评审委员会

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

解决农民工问题领导小组

教育培训指导委员会

例如，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成立由总裁任主任

的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基本包括公司总部各部门负责人，

并常设办公室。公司制定《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办法》、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及责任分工、考核、责任追究等一系

列规章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和领导责任体系。形成

“集团统一领导、安监部门统一协调，各单位、各部门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谁主管谁负责，一把手负总责，党组织提

供思想组织保证”的安全管理基本框构。每年公司和二级企

业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开展各类专项培训、检查、

演练。在生产实际中，各生产单元能够按照规章制度，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公司正在把企业文化建设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结合起

来。2009年，公司开始编制“十二五”企业文化建设规

划，初步提出质量文化、诚信文化、环保文化、节能文化、

安全文化、效益文化、人本文化、廉洁文化等8大子文化，

并在总公司/二级公司、三级公司/项目部两个层面上大力推

进，逐步实现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融会发

展。

公司倡导甘于吃苦无私奉献、勇于创新领先世界、善

于协作团结奋进的精神，倡导重诺守信、感恩图报的企业道

德，这也成为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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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出台财务、资金、人事、投资、风险、监察、海外

等45项制度办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稳步推进职工持

股清退工作；财务管理水平持续提高；强化成本管理取得良好效

果；修订绩效考核办法引导企业良性发展；加强资金集中管理，

成为国内首家实施境外资金集中管理的试点企业；坚持统筹兼

顾，维护经营秩序，减少同质竞争；培育战略供应商群体，积极

推进大宗材料集中采购，有效降低项目成本。

2009年，公司召开首届中交集团科技大会；出资600万元启

动《中国交通建设标准规范》编译出版工作，打造中国交通技术

品牌；建立科技创新评价体系，颁布公司科技进步及技术创新评

估标准，成为首家推行定量化、规范化科技评估的中央企业；建

立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信息共享，努力为子企业提供优质的

信息与咨询服务；加强科技研发基地建设，疏浚技术重点实验室

已纳入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2个省级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技

术中心，1家子企业被认定为国家海上起重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2009年，公司围绕“加大执法力度、深化专项治理、加强

安全教育”三项行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扎实推进

交通基本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防护设施量化标准”试点，认真抓

好分级监管责任落实、安全生产绩效考核、事故处理责任追究，

进一步明晰了监管职责，理顺了监管机制，做到了严防死守把关

口，重拳出击抓重点，群专结合堵隐患，持续平安促发展。一年

来，公司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以上水上交

通责任事故、重大火灾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安全

事故较上年减少2起、重伤减少1人。

建 立 健 全 战 略 体

系、预算考核体系、全

面风险管理体系、科技

创新体系、管理创新体

系五大管理体系。

日常管理

全 面 提 高 公 司 整

体科技创新水平，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

科技进步

安 全 生 产 作 为 公

司的头等大事，强势抓

安全，全员促安全。

安全生产

通过技术进步促进质量活动，通

过技术质量、设计质量、监理质量的提

高及合理的资源配置，持续稳定提升质

量水平。

质量管理

完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节能减排组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

体系。

节能减排

提高领导班子建设的质量，推进

惩防体系建设，做好效能监察工作，不

断深化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廉政建设

保障员工权益，优化人才结构，

提升公司人才综合竞争力。

劳工权益

认真做好对口扶贫工作。 扶贫济困

工作规划 目标 实现状况

公司以“两控、三落实、四达标”为抓手，及时

排除质量隐患，建立工程质量管理长效机制。获得多

项质量奖评。

落实节能减排指标，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管理

体系、统计监测体系，节能减排工作得到上级充分肯

定。

公司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工作，以落

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

作规划》为主线，继续深化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加

强自上而下监督、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扎实开展

效能监察、切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反腐倡

廉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人力资源结构得到优化，有效缓解制约企业快速

发展的人才瓶颈，企业核心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提高

各级领导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认真开展社会帮扶，全年共拨付扶贫、捐赠资金

近3000万元，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做好灾区重建工

作，树立了公司良好形象。

工作规划 目标 实现状况

3. 年度责任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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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对公司的期望 成效和回应

三、责任沟通

1.利益相关方沟通

2. 责任沟通案例

2009年，长江口深水航道工程三期疏浚工程紧缺挖泥

船，应业主长航局的迫切要求，中交广航局在自身设备十分

紧缺的情况下，抽调大型耙吸挖泥船“万顷沙”和新出厂的

“浚海2”增援长江口深水航道三期工程建设，以上两艘主

力船以高效施工和配合精神赢得业主的赞扬。

提升综合效益；

承担央企责任。 

稳定的信用等级；

合理的收益回报。 

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

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

保障合法权益。

和谐建设
 

4.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管理

中交股份正在逐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管理体系。

公司已经建立了由企业文化部负责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

发布工作体系，明确了执行员工-处室领导-部门领导-分管

领导的工作责任，确定了《报告》编制发布的工作流程。

（1）组织体系：

企业文化部负责，董事会办公室、办公厅、人力资源

部、财务部、战略规划部、安全质量监督部等部门参与。

（2）责任分工：

公司正在做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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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体系。

5. 责任文化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公司把责任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

内容，建立责任文化体系，开展主题活动，加大宣传力度，

促进公司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部分单位从不同方面强化责任文化建设。2009

年，中交广航局结合新员工多、新船投产多的特点，有重点

地加强对新员工、新船员和相关人员的社会责任培训教育，

在新员工岗前培训课程中，特别增加社会责任专题内容，加

深了新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认识，增强了新员工的使

命感。广航局举办了由30多位项目党总支（支部）书记和船

舶政委参加的培训班，特意邀请公司党办负责人讲授企业文

化专题课，并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培训”的内容，让参培

人员进一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并自觉带动所在的团

队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中交三航局充分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

宣贯导入，以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宣传灌输、教育培训、交

流研讨等工作，结合全国、省、市文明单位的创建，营造有

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氛围，形成“宣贯——践行”相融

合、一体化的工作格局。

国务院国资委综合考核列A类第5名；

积极承担央企各项责任。

整体运营良好；

盈利保持稳定；

综合信用良好。

以“两控、三落实、四达标”为抓手，及时排除质量隐

患，建立工程质量管理长效机制；荣获多项质量奖评；

履约率100%，交工合格率100%。

稳定的薪酬激励；

开展各层次培训；

关注员工发展。

积极开展公益捐赠；

援建交通、文化等基础设施。

出资方和监管机构

投资机构

业主和客户

员工

项目所在地区

中交一航局一公司第六项目部在营业港建设中，打造

“让业主不能割舍”的项目文化，受到业主高度评价：“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

3. 内部责任沟通

公司在《交通建设报》不定期开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宣传专栏；门户网站建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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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cept

A convenient and fas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smooth and 

extensive transportation is most promising in the future. 

CCCC primarily engages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pholds the vision of “making the world 

clearer”, and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national and even 

worl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his is the company’s 

concept of perform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duct and service 

provider, CCCC conducts business operation honestly 

and provides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customers 

and the society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advancement.

As a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 group, CCCC defin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motes technical progress, 

strengthens corporate management,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accomplishes continuous, stable and fast 

development, realizes value maintenance and adding 

of state-owned assets, and creates benefits for the 

shareholders.

As a corporate citizen, CCCC safeguards the staff’s rights 

and interests, creates job opportunities, maintains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s social progress.

As a social citizen, CCCC carries out poverty relief,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supports public 

undertakings and actively creates a harmonious society.

As a global citizen, CCCC reduces energy consumption, 

saves resources, reduces carbon emission and protects 

the environment to accomplis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 Responsibility Advance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CCCC integrates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ocia l 

responsibi l i ty into dai ly product ion, operat ion and 

management to form a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any establishes relevant leading groups, works 

out guidelines, basic principle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for all work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headquarters establis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conduct supervision assessment 

as administrative bodies; secondary companies deploy 

and arrange daily work, and undertake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work; tert iary companies and project 

departments conduct daily production and work.

CCCC endeavors to integrat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corporate manageme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conducts safe production and honesty 

operation by all means, practically increases product 

quality and service level, protects the environment and 

saves resources, make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dvances 

corporate development, promotes industrial technical 

progress, fully safeguards the staff’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s partn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e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ies and project 

locations.

Interested parties Expectation of CCCC Effect and Response

Sponsor and regulatory body

Increasing comprehensive benefit; 

undertak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entral enterprises

Ranking 5th among Class A enterprises 

in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by SASAC; actively assum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entral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stitution 
Stable credit rating;

Reasonable return;

Sound overall operation;

Stable profit;

Fine integrated credit.

Owner and customer

Ensuring project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providing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Duly eliminating potential quality hazards 

and establishing the long-effective 

mechanism of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Staff Safeguarding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Stable salary incentive;

Conducting training at all levels;

Paying attention to staff development.

Project location Harmonious construction

Actively carrying out public donations; 

Ass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II. Responsibil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with interested parties



第三部分
市场责任Responsibilit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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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责任

1.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009年，中交股份全年新签合同额3603.6亿元，同比增长27.3%；完成营业收入2269.2亿元，同比增长26.8%；股东应

占利润72亿元，同比增加18.5%；每股盈利0.49元，同比增加18.5%。

2009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与艰难复苏给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公司股价亦在多方

因素作用下振荡走低，2009年12月31日收盘价为7.43港元，较2009年1月2日开盘价下跌23%。  

2. 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建立健全信息

内部传递和公告编制审批程序，确保公告内容及时、准确、

完整。根据香港联交所和投资者的建议，2009年增加了公

司旗下两家A股上市公司——振华重工和路桥建设的海外监

管信息披露，即将上述两家公司的重要公告与内地同时间在

香港地区进行披露。公司还积极回应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重大

问题，维护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2009年，公司共在香港发布公司公告30余份，发布

股东通函9份，对振华重工、路桥建设两家A股上市公司在

上海交易所发布的重要公告做公司海外监管公告近50份。

2009年公司参加国际著名投资银行主办的投资者论坛8次，

保持与机构投资者的交流，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

象和透明度。

公司控股的上海振华重工积极建立与投资者双向交流

的机制，保持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相互信任，利益一致的关

系。2009年7月以每10股送红股3股并派发现金红利0.34元

人民币（含税）方案实施2008年度利润分配，给股东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回报。

公司控股的路桥建设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路桥建设章

程、制度，完善路桥建设治理，加强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建

立、健全，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二、客户责任

1. 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中交股份始终遵循着“干一项工程、创一块品牌、树一

座丰碑，拓一片市场”的质量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密围绕质量工作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中交股份又好又快发

展的大局，全面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以实施工程质量

战略、建立工程质量管理长效机制和遏制质量事故为目标，

着重以“二控、三落实、四达标”—— 现场和过程控制，管

理制度、质量责任和工艺落实，混凝土外观质量、试验检测

工作、现场文明施工和内业资料规范达标为抓手，把工程质

量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成效显著。

2009年部分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公司质量管理制

度，及时总结了工作经验，结合工作实际对各项规章制度进

行了修订与完善，使规章制度更具实效和可操作性，为开展

精细化管理奠定了基础。公司2009年股价走势

公司承建的湖北鄂东长江大桥 公司承建的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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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一航局先后组织隧道、船坞和大型箱梁预制的施

工技术与质量管理经验现场交流会，完善了《施工技术管

理标准》的修订，编写《船坞、船台、船闸施工五十年简

介》，规范公司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日志编写、审批，开展

了全公司“优秀工地试验室评比活动”；并着重加强质量通

病治理，其承建的重庆嘉陵江草街船闸工程，创建了“交通

部治理内河质量通病示范项目”。

中交天航局结合“2009年深化规范管理年”，按照

“学习、规范、调整、充实、提高”为主线，加强了制度建

设，对《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等11个办法进行了修订与完

善，重新编制了《工程管理过程资源管理、归档暂行办法》

等。

中交二公局全面开展了标准化管理，建立健全了标准

化管理体系。日常管理制度与三位一体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有

效地融合，逐步消除了日常管理与质量管理体系相分离“两

张皮”的现象。

公司旗下路桥建设修订了《工程分包管理办法》，对

分包队伍实行资格准入制度，通过年审和评审，建立合格名

单和黑名单通报制度，杜绝“以包带管”和“包而不管”现

象。

中交公规院把质量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有力地促

进了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获奖年度 工程项目 备注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一期工程 金质奖

北京五环路工程

烟台市滨海景区工程

  2005年 福鼎至宁德高速公路赤岭隧道 银质奖

山东省京杭运河续建工程万年闸枢纽工程

厦门港东渡港区三期工程

福宁高速公路后港特大桥

日照港木片码头工程

蛇口集装箱码头二期水工及道堆工程

上海宝钢马迹山港码头水工工程

江苏省连云港至徐州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2006年 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南段 银质奖

京珠国道主干线武汉军山长江公路大桥

鄂黄长江公路大桥

重庆忠县长江大桥

国道312咸阳过境暨咸阳机场高速公路六村堡立交桥工程

天津市区至滨海新区快速轨道交通工程

南京港龙潭港区一期码头工程

云南安楚高速公路

陕西GZ40勉县至宁强高速公路

  2007年 国道205线滨州黄河公路大桥 银质奖

通启高速公路小海互通式立交桥

宿淮高速公路淮安南互通立交工程

大连港30万吨级进口原油码头水工工程

东海大桥

华能玉环电厂一期（2×1000MW）新建工程 金奖

长江口深水行道治理二期工程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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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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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河南省濮阳至鹤壁高速公路 银奖

浙江大唐乌沙山电厂新建工程

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 金奖

河南省济（源）焦（作）新（乡）高速公路济源至焦作段工程

国道213线云南思茅至小勐养高速公路工程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期飞行区（第二跑道）工程  

佛山东平大桥

宁淮高速公路南京六合南互通立交工程

  2009年 秦皇岛港煤五期水工工程 银奖

日照港散粮码头工程

天津港北防波堤延伸工程

天津港南疆港区神华煤炭码头工程

华能中电威海风力发电49.5MW风力发电场项目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办公大楼工程

公司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奖情况

获奖年度 工程项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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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质量管理年度工作

2009年，中交股份全面开展了“实施工程质量战略，

强化现场工程质量管理”活动。活动以确保混凝土工程质量

为重点，以强化现场控制和过程控制，加强管理制度落实、

质量责任落实和工艺落实，确保混凝土外观质量、试验检测

工作、现场文明施工和内业资料规范达标为内容，全面提高

中交股份质量管理水平和员工的质量意识，完善中交股份质

量管理体系，明确、细化、落实质量分级责任，推进工程管

理的规范化和精细化进程，杜绝数据报告造假等违法违规行

为，遏制工程质量问题和事故的发生，混凝土外观质量有较

大提高。

同时，公司加强试验检测工作，进一步规范质量管理

工作，继续开展质量监督检查，继续做好“质量通病”治理

工作，不断提高队伍素质，积极开展优质工程评选。

3. 工程交验合格率

全年交工验收项目总数557项，合格项目550项（其中

7项不考核），合格率100%；全年竣工项目总数359项，

优良项目数260项（其中94项无优良等级评定），优良率

98%；工程质量的总体形势平稳。

2009年，公司所属部分单位开展了顾客满意度调查。

中交三航局客户满意度（售中）为95.96%；中交二公院共

选取了52个样本，勘察设计项目总的顾客满意度为92.5%。

中交上航局从11个工地共收集顾客满意度调查36份，综合

测评得分为91.6％。2009年中交广航局选取了15项工程进

行顾客满意度调查，顾客满意率是92％，工程质量顾客满意

率为90.3％。

公司承建的上海洋山港工程

中交广航局还制定了《顾客满意度监视测量控制程

序》，就顾客满意度的监视和测量方法、顾客满意度统计分

析和评价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划分，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售

后服务体系。中交上航局制定《顾客满意度测试、自评规

则》，收集、分析和利用业主、监理对施工服务的满意或不

满意的信息，评价公司当前的业绩，从中了解与业主或市场

需求的差距、在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作为持续改进并增强顾

客满意的主导性依据。

2009年各单位均能重视“三位一体”的技术质量保证

体系的建设工作，从而确保了工程项目技术层面的本质安

全，也使监控工作有的放矢。

2009年，公司12项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11

项工程入选建国60周年全国100项经典工程，3项工程荣获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中交二航局二公司获评“全国工程建

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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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股份二级企业科技管理机构
14个国家和省部级技术中心
12个科研院（所）
6个行业和中交重点实验室
2个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中交股份科技委员会（决策）
中交股份专家委员会（咨询）
中交股份技术中心

中交股份所属三级企业
工程项目部
设计所（室）等

中交股份技术创新体系结构

4. 工程科技创新

2009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立足行业性、全

局性关键技术，加快设计、施工领域的创新研发，取得阶

段性成果。公司出资600万元，启动《中国交通建设标准规

范》编译出版工作，推动中国交通基础建设技术标准“走出

去”；建立科技创新评价体系，颁布公司科技进步及技术创

新评估标准，成为首家推行定量化、规范化科技评估的中央

企业。

5. 工程装备产品质量管理

中交股份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在巩固

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的工程装备领域。目前

产品主要包括：由上海振华重工生产销售的港口集装箱起重

设备、大型海上重工产品、大型钢结构；由西筑公司生产销

售公路沥青搅拌、摊铺设备等公路筑养机械设备；由车辆公

司生产销售的汽车空气悬架；由上海装备建造销售的船舶装

备。

振华重工拳头产品港口集装箱起重机占据世界75%的

市场份额，主要原因是其优良的质量、公道的价格、全面的

服务。西筑公司拳头产品也因良好的质量在市场上取得了信

誉，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6. 工程装备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振华重工围绕集装箱机械市场，加快传统产品的产品

创新和市场推广工作，继续保持公司传统主市场即集装箱机

械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并努力寻求集装箱机械产品上

的新突破。公司世界首创的环保节能安全高效型集装箱码

头自动化装卸系统就是代表未来集装箱码头发展方向的真正

的“低碳”产品和绿色码头。振华重工围绕海洋重型装备市

场，加快核心技术和关键配套产品研发力度和市场推广力

度。公司确立对三类海洋重型装备产品（即各类海洋工程

船、各类海洋平台、海工配套装备）展开关键配套装备的技

管理层

应用层

实施
层

技术创新的需求者

和成果应用者

技术创新工作主要实施者

规划、咨询和决策层

术攻关、产品研制和市场推广等工作。例如，2009年公司

自主研发设计的大拉力重型锚绞车，单索额定拉力达到110

吨以上，可缠绕直径76毫米、长达2600米的钢丝绳。

公司旗下振华物流将企业的客户作为最重要的企业资

源，坚持开展“全员销售”，公司内部上至总裁下至普通操

作人员分别联系接触客户公司相关人员，及时发现客户需

求，积极为客户设计个性化解决方案，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

和深入的客户分析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保证实现客户的价

值。多年来公司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客户满意度。

作为一个物流公司，振华物流的技术创新主要是为满

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而开展的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振华物流

一直在着眼于提高工作信息化、科学化水平，并逐步建立完

善了专业技术人才信息库。公司的信息化和网络平台，集信

息技术与先进管理思想于一体，能够实现对全过程物流服务

中产生的各类信息进行采集、分类、传递、汇总、识别、跟

踪、查询等一系列处理活动，在实现流程和时间控制、效率

提高、成本降低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同时，还可实现客户网

上随时委托及查询跟踪最新动态，灵活支持各种数据交换接

口，满足与外部客户的信息交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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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企业资质等级

公司及所属企业有着众多覆盖全行业、全部产业链的

建筑企业高级资质，主要包括：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

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

设计综合甲级；

建筑、港口河海工程、电子、工程测量、岩土工程、信息、

公路、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

械、海洋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等咨询甲级

资质；

水运工程、公路工程、交通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地质灾

害防治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甲级监理资质。

8. 重大创新奖项

2009年，中交股份全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其中 “膨胀土地区公路建设成套技术”

被授予一等奖， “公路半刚性基层材料结构理论、多指标控制设计方法及工程应用”被授予二等

奖；获得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大奖3项，中国航海学会科技奖9项，港口工程协会科技奖9项，中国公

路学会科技奖22项，国家级工法14项；入选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交通部西部科研项目5项，

财政部施工新技术项目4项，12个公司级科研项目顺利升级为交通部行业联合攻关项目。目前公司共

承担国家863项目8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8项，交通部、铁道部、财政部等各部委科研项目40

余项，公司被确定为国家级创新企业。

膨胀土地区公路建设成套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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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发投入

2009年，全年科技投入超过11亿元。“港珠澳大桥主

体工程桥梁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港珠澳大桥人

工岛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等12个项目被列为交通运输

部行业联合攻关项目，研发总经费达39318万元。在许多研

发项目中，除了直接的研发经费外，在研发过程和应用过程

中，公司还依托工程增加相应的配套资金。

10. 研发人员数量及比例

截至2009年，中交股份在岗职工90,029人，其中经营

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58,516人，占65.0％；技能人员19,096

人，占21.2％；其他辅助岗位人员12,417人，占13.8％。

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7,502人，拥有工程院院士

3人，国家级勘察设计大师1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68人（在职），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7人，交通部

十百千人才工程人选10人，交通部青年科技英才14人，重

点实验室首席专家6人。

11. 专利情况

2006-2009年，中交股份共申请国家专利582项，获得

授权专利348项，其中发明专利64项，获得国外授权专利1

项。

2009年及以前立项的 “深水超大型沉井下沉技术研

究”、“苏通大桥超高索塔施工技术研究”、“粉沙质海岸

港口减淤措施研究”等多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

申请专利20多项。

中交股份在岗职工人员比例示意图

中交股份在岗职工总数90029人

12. 技术及质量获奖

2005-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汇总表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等级

2009年
膨胀土地区公路建设成套技术 一等奖

公路半刚性基层材料结构理论、多指标控制设计方法及工程应用 二等奖

2008年

多年冻土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 一等奖

先进疏浚技术与关键装备研发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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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润扬长江公路大桥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二等奖

高海拔地区大型公路隧道建设与营运关键技术及应用 二等奖

东海大桥（外海超长桥梁）工程关键技术与应用 一等奖

2007年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成套技术 一等奖

特大跨径桥梁钢塔和深水基础设计施工创新技术研究 二等奖

2006年 外高桥集装箱码头建设集成创新技术研究 二等奖

2005年

新一代港口集装箱起重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一等奖

大跨径钢箱梁斜拉桥关键技术研究 二等奖

寒区公路与隧道冻害预报和综合防治关键技术 二等奖

2005-2009年鲁班奖获奖项目汇总表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洋山深水港区二期

2009年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一期

孟加拉莫克特普桥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航站楼）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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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深圳港盐田港区三期工程

2006年
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东海大桥工程

京杭运河淮安三线船闸工程

杭州市钱塘江四桥

2005年 广西西江航运建设二期工程贵港航运枢纽工程

青岛港前湾港区三期工程前四泊位工程

公司设计建设的港珠澳大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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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诚信经营

1. 诚信经营

中交股份坚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以重诺守信、感恩图

报为企业道德，谋求企业持续发展。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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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现重大违

法、违规经营的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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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把与业主的合作

及工程建设、产品销售视为诚信经营、诚信生产的主要内

容。一年来，公司100%的交工验收合格率和98%的竣工项

目，3项鲁班奖和12项国家优质工程奖，以及公司产品卓越

的市场占有率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满意度，都充分证明了公司

诚信经营的追求和成效。

2. 依法纳税

2009年公司依法纳税108亿元。

2009年，除正常缴纳各种税费108亿元外，中交股份还

认真贯彻执行国税总局第二批大型企业税收自查工作税企座

谈会精神，组织部署全集团对2005年至2007年三个年度的

税收申报和缴纳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自查，自查内容涵盖企

业生产经营涉及的全部税种，自查工作得到了国税总局稽查

局的肯定。

2009年，公司各单位贯彻公司诚信经营管理要求，得

到相关方的肯定。中交一公局被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

地方税务局评为纳税信用A级企业，中交二公局荣获“2008

年百名诚信纳税人评选活动诚信纳税人”荣誉称号，中交公

规院为北京市纳税A级企业、东城区纳税百强企业、北京市

纳税千强企业，中交隧道局获得北京市纳税信用A级企业荣

誉称号，中交二公院公司总部每年都被湖北省及武汉市评为

“A类纳税人”， 中交天航局获天津市A级纳税信用等级证

书。

3. 信用评价

2009年，中交股份恪守商业信用，合同履行率达

100%。公司荣获“中国最佳诚信企业”称号，所属企业也

获得了不同等级的信用好评。

中交一航局通过了2009年度建筑业企业AAA级信用评

价，获评全国优秀施工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重合同守

信用单位。

中交四公局被北京质协信用评价中心连续四年评为

“北京市重质量守信用企业”，是全国信用AAA级和北京市

信用AAA级企业；

中交公规院在贵州、江苏、内蒙等省份已经获得A级信

用评估等级；

中交二公院连续多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

业，信誉良好，信用等级为AAAA；

中交天航局公司连续多年被评为“天津市守合同重信

用单位”；

公 司 旗 下 振 华 物 流 通 过 中 国 物 流 与 采 购 联 合 会 的

“AAAAA物流企业”复审；

中交广航局被中国诚信企业评选委员会评选为“2009

年中国诚信企业”，获评“中国工程建设社会信用AAA级企

业”；

中交上航局公司已连续5年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颁发的《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证书》和上海市合同

信用促进会颁发的《合同信用等级AAA级认定证书》，自

2003年至今均被评为合同信用等级AAA级企业。

获奖年度 项目名称

2009年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段)

上海港罗泾港(二期)

京杭运河常州市区段改线工程

2008年

烟大铁路轮渡工程

江苏宿迁至淮安高速公路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二期工程

上海外高桥港区四、五期工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二期工程

2007年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

厦门海沧大桥

深圳盐田港区三期工程

大连港矿石专用码头工程

湖北省襄樊至十堰高速公路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常州至太仓段工程

2006年

江苏润扬长江公路大桥

杭州市复兴大桥（钱江四桥）

山西新原高速公路雁门关隧道

沪瑞国道主干线宜兴至溧水高速公路

大连港大窑湾港区一期后六个泊位工程

2005年
青岛港前湾港区三期工程前四个泊位工程

京杭运河济宁至徐州续建工程济宁至台儿庄段

2005-2009年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大奖获奖项目汇总表

中交二公局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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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获得“首届全国交通企业法治先进单位”荣誉称

号，中交股份共有9家单位获奖，1人获得全国交通企业十佳

法律顾问称号，17人获得全国交通企业优秀法律顾问称号，

9人获得全国交通企业法治先进个人称号。

2009年公司无重大守法合规负面信息。

2009年，公司组织了三标管理体系运行内审，各部

门、各单位、各岗位均能够认真按照公司管理手册、管理流

程及规章制度等管理体文件开展工作。公司管理方针得以贯

彻，管理体系运行基本有效。内审也发现了不符合项26项，

提出建议项181项，并进行了整改落实。

5月22日至28日，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对公司部分

部门和单位进行了监督审核，未提出不符合项，确认我公司

综合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认证

标准要求。

四、伙伴责任

1. 合作伙伴社会责任管理

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中交股份主要合作伙伴是为数众

多的劳务、设备合作伙伴。在一年的合作中，中交股份既坚

持诚信经营、公平合作的理念，又强化管理，同合作伙伴建

立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公司建立了分包管理体系，成立专门管理机构，根据

国家《建筑法》、《合同法》、《招投标法》以及建设部

《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

等，制定《劳务分包管理暂行规定》和《劳务分包商资格管

理办法》，施行劳务分包准入制度，进行动态管理。2009

年，公司编制了《劳务分包准入和清退暂行规定》，以建立

完善的管理体系。

2. 战略共享机制及平台

2009年，中交股份分别与中石油、中海油、中船等企

业签订或形成战略框架协议，初步形成战略共享机制，实现

优势互补。

3. 责任采购制度、方针、措施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公司积极开展集中采购，以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公司旗下上海振华重工把“重合同、守信誉”视为采

购工作一贯遵守的原则，明文规定，采购相关人员不得在物

资定价前恶性压价以及要求供应商承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

售商品以及相应服务；采购部门任何人员不得利用岗位职权

接受供应商回扣及任何好处，同时，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

宴请我公司物资采购相关人员或赠送礼品、有价证券等。

中交天航局制定了详细的采购制度，出台了物资管理

手册，严禁采购员以外的人员进行物资采购，确保采购的物

资满足工程质量、环境、职业安全健康的要求。

中交上航局在采购中对供方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建立合格方名录，严格执行招、议标制度，做好采购的过程

管理。

4. 诚信标杆

2008年4月9日，公司旗下上海振华重工发布公告拟非

公开发行不少于1亿股、不超过1.4亿股A股，发行价格为

17.78元/股购买上述资产。随后，中国股市大幅波动，许多

家上市公司纷纷因股价缩水修改增发价格，中交集团作为

振华重工大股东坚守承诺。2009年 3月19日，振华重工非

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大股东资产的相关工作已完成，发行价

格维持17.78元/股不变。这一价格较该股18日收盘溢价超过

80%。许多媒体和投资者认为，中交集团此举为二级市场树

立了一个诚实守信的标杆。

5. 守法合规

公司制定、颁布了中交股份《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

五项基本制度，建立了中交股份守法合规体系。

公司全面、深入开展合同管理体系建设，每年度按不

同侧重点进行合同检查。2009年开展的合同检查工作中，

对6个重点工程、设计项目和两家装备制造单位进行了检

查。此外，2009年还编制了《保险合同基本条款》等四部

分内容的保险合同范本。

2009年，公司法律咨询服务系统已全面实施。这套系

统包括合同管理、授权书管理、法律资源库和系统管理四大

模块，通过这套服务系统，以提升合同评审效率和合同履行

管理能力。该系统也为中交股份及所属单位员工提供了查询

法律法规、规范文本、案例及与法律有关的信息的平台。公

司贯彻实施法制建设三年工作目标，2009年完成了法制建

设三年工作目标的中期督导。

守法合规是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2009

年，公司组织了中交股份宣讲《企业国有资产法》视频会

议，在全国普法日组织开展了普法知识问卷活动，坚持做好

法律专业人员的素质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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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hareholder Responsibility

In 2009, CCCC achieved a new contract amount of RMB 

360.36 billion, an operating income of RMB 226.92 billion, 

a profit of RMB 7.2 billion for shareholders and an earning 

per share of RMB 0.49, up 27.3%, 26.8%, 18.5% and 

18.5% year on year respectively.

The year 2009 was an unusual year, when the continuous 

spreading and difficult recovery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osed a great challenge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mpany’s share price fluctuated and dropped under 

the 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closed at HKD 7.43 on 

December 31, 2009, a fall of 23% from the opening price 

on January 2, 2009.

The company strictly followed the rule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established the 

sound procedures for transfer of internal information and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announcement formulation 

to ensure the timeliness,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announcements.

II. Customer Responsibility

1.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2009, in light of actualities, on the basis of qualit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some units duly summed up 

work experience and revised and perfec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make them more effective and operable,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lean management.

2. Annual work of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2009, CCCC comprehensively carried out the activity 

of “implementing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strategy and 

intensifying field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which emphasized ensuring concrete engineering quality, 

involved strengthening field and process control, fulfilling 

management systems, quality responsibility and processes, 

and ensuring that concrete appearance quality, test and 

detection work, field civilized construction and project 

data were up to standards, was intended to fully rais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of CCCC and the quality 

awareness of the staff, impro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CCCC, define, refine and fulfill classified 

quality responsibilities, advanc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fine ratings, with an acceptance rate of 98%; the situation 

of engineering quality was stable overall.

4. Engineering equipment quality management

CCCC, the world’s largest container crane manufacturer, 

actively develops new engineering equipment fields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advantage. 

Now, its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Zhenhua Heavy Industry’s 

knockout product-port container crane that holds a 75% 

share of the world due to outstanding quality, reasonable 

price and all-round services and Xizhu’s knockout product 

that enjoys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market and plays an 

industry leading role due to superior quality.

Aiming at the container machinery market, Zhenhua 

Heavy Industry speeds up the innovation and marketing 

of tradit ional products, continues to maintain the 

overwhelming advantage of the company’s traditional 

business-container machinery in the world market, and 

strives for a new breakthrough in container machinery. 

The world’s first environment-friendly, energy-conserving, 

safe and high-efficiency automatic handling system for 

container terminals originated by the company is exactly a 

real “low carbon” product and green terminal representing 

the future of container terminals.

refinement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radicate law 

and regulation violations such as data and report forgery, 

curb engineering quality problems and accidents and 

considerably increase concrete appearance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strengthened test and 

detection work, further regulated quality management work, 

continued to con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ontinued to treat “common quality failures”, constantly 

increased team quality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quality 

project selection.

In 2009, the company’s 11 projects were listed among the 

national top 100 classic projects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3 won the Luban Awards for 

China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11 won sliver prizes for 

national quality projects. The company was honored as a 

“national outstanding enterpris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3. Acceptance rate of projects

Throughout the year, a total of 557 projects were delivered 

for acceptance, including 550 qualified ones and 7 not 

assessed, with an acceptance rate of 100%; a total of 359 

completed projects, including 260 fine ones and 94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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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onest Operation

CCCC sticks to the concept of honest operation, values 

promise keeping and favor returning as corporate morality 

and strives for continuous corporate development.

In 2009, CCCC abided by laws, regulations, social ethics, 

business ethics and industrial rules, conducted legal and 

honest operation and was involved in no serious illegal 

operations. As a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duct and 

service provider whose major interested parties are owners 

at all levels, the company deems cooperation with owner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 sales as the main 

content of honest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Over the year, 

an acceptance rate of 100% and a completed rate of 98%, 

three Luban awards and 12 national quality engineering 

awards, as well as the high market share and good after-

sales service satisfaction fully showed he company’s 

pursuit and effect of honest operation.

In 2009, the company paid taxes RMB 11.2 bill ion 

according to law and achieved a contract performance rate 

of 100%.

IV. Partner Responsibility

As a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CCC is mainly in partnership 

with numerous labor subcontractors and equipment 

suppliers and subcontractors. Over the year, CCCC kept 

to the concept of honest operation and fair cooperation,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ed the interest 

comm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community with partners.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the subcontracting 

management system, set up the speci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 worked out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on 

Labor Subcontracting Management and Measures for 

Management of Qualifications of Labor Subcontra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ruction Law, Contract Law an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Bid Invitation 

and Submission of the State, Opinion o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Labor Subcontracting System and Developing 

Construction Labor Enterprises of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etc., implemented the labor subcontracting 

access system, and conducted dynamic management. In 

2009, the company formulated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on 

Labor Subcontracting Access and Dismissal to establish a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5. Major innovation prizes and awards

In 2009, the company won two national prizes for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first prize for 

“Complete Technology for Road Construction in Swelling 

Soil Zones” of CCCC Second Highway Consultants Co., 

Ltd. and the second prize for “Structural Theory, Multi-

index Control Design Method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Semi-rigid Base Materials of Roads” of CCCC First 

Highway Consultants Co., Ltd.; won three Zhantianyou 

Awards for Civil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wards of China Institute 

of Navigation, 9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wards of 

China Ports & Harbours Association, 22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wards of China Highway & Transportation 

Society and 14 na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s; has 1 

project listed among national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s, 

5among the western research projects of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4 among the projects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using new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12 

company-level research projects upgraded to the industrial 

united projects of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So far, 

the company has undertaken 8 national 863 projects, 8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s and over 

40 research projects of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Ministry of Railways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was identified as a national 

innovative enterprise.

6. R & D input

In 2009,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of the 

company topped RMB 1.1 billion.

7.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R & D staff

By 2009, CCCC had had 90,029 on-duty employees, 

including 58, 516 business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19,096 technicians and 12,417 support employees, 

accounting for 65.0%, 21.2% and 13.8% respectively.

8. Patents

From 2006 to 2009, CCCC applied for a total of 582 

national patents and acquired 348 patents, including 64 

invention patents and 1 international pa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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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责任

1. 响应国家政策

2009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危机持续蔓延。国

家宏观调控以保增长、促发展为基调，实施了以“四万亿”

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严

峻复杂的市场形势，中交股份上下凝心聚力迎挑战，求真务

实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实现了中央企业稳定

增长、持续发展的任务。

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发

挥行业龙头企业和中央企业的骨干作用，大力开拓市场，强

化施工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安管工期，稳步推进国家

重点工程，继续在“高、新、特、难”交通基础工程建设领

域发挥中央企业应有的骨干作用和引领责任。例如，在铁路

建设中，公司超额完成铁路建设单位下达的计划任务。（图

1-4）

2009年，中交股份响应国家政策，依据国家出台刺激

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全年批复并

实施投资项目11个，涉及合同额214亿元。

2009年，中交股份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继续积

极拓展海外业务，完成海外工程业务超过30亿美元。目前

公司在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承揽了420个在建工程项目，

其中合同额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已达44个。其中，公司以中

国技术规范建成印尼马都拉大桥，输出了中国技术和标准。

（图5）

2009年，国家加大对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海洋重工、

物流等产业的支持，公司积极响应，发挥既有技术和产业优

势，加大相关领域的研发、投资。中交三航局投身风电的绿

色能源建设，承担了国内首个由国家发改委核准的海上风电

场示范项目上海东海大桥100兆瓦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上海

振华重工积极转型，开拓大型海上重工装备。物流业务继续

保持发展态势，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图6-7）

2. 确保及带动就业的政策和措施

中交股份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已任，积

极解决社会就业，接收高校毕业生超过5500人，吸纳农民

工超过50万人次。

中交二航局和二航局二公司分别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

“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为武汉理工大学等学校提供60

个见习岗位。此外，二航局还为重庆交通大学设立实习基

地，面向应届毕业生，为他们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就业创业

能力提供帮助。

图5  中交股份的中国技术标准建成的印度马尼拉大桥

图1  沪蓉西高速路

图2  浙江舟山连岛西侯门大桥 图3  上海洋山港三期工程

图4  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

图6  中国第一个海上大型风电项目

图7  铺管船，海油工程公司

2009年公司承建的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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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责任

1.遵守国家劳动法律法规

2009年，中交股份坚持“以人为

本”， 积极落实《劳动合同法》，不

断改善职工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加

强职工素质教育和培训，促进职工全

面发展，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发挥表

率作用。

2009年，公司员工签订合同率达

100%。社会保险覆盖率100%。参加

工会员工比例100%。

2.员工薪酬体系

公 司 依 法 坚 持 按 劳 分 配 、 同 工

同酬，建立了与公司业绩挂钩的工资

增长机制，合理提高了员工工资。建

立起公司高管、子公司负责人、总部

员工三个层级的薪酬和绩效考核制度

体系，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

2009年，核定全公司工资总额计划为

90.6亿元。

公 司 为 企 业 员 工 建 立 了 社 会 保

险，范围涵盖养老、医疗、工伤、生

育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达100%，并及

时、足额交纳各项资金，全年为企业

员工支付住房公积金6亿元、社保资金

14亿元。

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稳定实施，为稳定员工队伍起到积极的作用。2009年，中交集团的企业年金工作全面运行，有80%的

员工参加了企业年金计划，并从2006年开始享受企业年金。有29个子公司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累计缴纳企业年金基金8.54

亿。

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同业中具有竞争力的带薪休假和疗养制度，制定员工带薪休假管理办法，平均每人带薪休假5天。编制

了集团实行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工种或岗位名录，制定了《中交集团暨中交股份员工工作时间实施办法》，修订了

《中交股份劳动合同实施办法》，加强了劳动用工管理的制度体系建设。

公司举行“歌颂祖国，唱响中交“大型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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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队伍建设

中交股份制定了2007-2010年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

划，出台了公司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意见和数十项制度文件，

有着明确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激励管理体系。目前，

公司基本完成这一阶段的人才战略规划，正在积极制定

“十二五”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2009年，中交股份努力打造核心人才，评选首批“三

优”人才255人；推荐4人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1人被

列为正式候选人；通过选拔推荐，22人当选交通部第三届专

家委员会委员，10人入选交通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

库；推荐10人候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其中2人正式当选；推

荐2人候选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4人候选交通科技英

才，企业核心人才队伍日益壮大。

4.员工培训

中交股份建立健全教育培训体系。目前，公司以中国

交通建设工程学院、技能人才鉴定指导中心、培训基地为平

台，全面展开员工培训。2009年制定出台了《中交股份技

能人才管理办法》等4个管理文件，建立起了由近40个管理

文件组成的较为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体系，保证了培训工作

有序开展，编写发行了航务、路桥、疏浚3个专业15册施工

企业关键岗位“五大员”培训教材，组织编写了14册非自航

船员专业技能培训教材，的编印工作；2009年，聘请72位

集团内专家、15位外部知名专家、教授担任中国交通建设工

程学院特聘教授，建立集团特聘教授人才库，使学院的师资

队伍结构更趋完善。

中

交

集

团

教

育

培

训

体

系

 集团教育培训指导委员会  各单位教育委员会
 

 集团教育培训常设机构  集团公司教育培训处、各单位培训主管部门
 

 
集团教育培训配套政策、

规章、制度
 各单位实施细则、管理办法

 

 中交集团职工教育研究会  

会长、秘书长、专家委员会、教材委员会、航务专业

组、疏浚专业组、路桥专业组、机械制造专业组、铁

路专业组
 

 
人才培养长期规划，五年

计划，年度计划
 

《集团专业技术人才10年规划》，《中交集团人才资

源队伍建设3年发展规划》，《集团职工教育培训工

程》（五年）,《教育培训年度计划》
 

 
中国交通建设工程学院等

培训实体
 

十二个分院，铁路培训基地，九个技工学校，三个培

训中心
 

 
资质培训基地，资质认证

报批系统
 

航务、航道非自航工程船舶船员培训、考证系统；项

目经理、“五大员”等岗位资质培训基地办证系统；

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系统；建造师培训系统；国

际项目经理培训资质；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系统
 

 
企业培训ISO9000质量体

系程序
 

各单位职工教育ISO9000培训程序；各培训实体

ISO9000培训程序

中交股份教育培训体系

2009年，中交股份继续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全年举办

培训班936期，培训员工7.5万人次，其中，与北京大学合作

举办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4期，轮训公司总部和子公司领导

干部256人；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国际项目管

理高级研修班4期，培训海外项目管理人才200人；与同济

大学、西南交大联合举办铁路工程专业硕士班，培养业务骨

干69人，公司再次获评全国企业教育培训先进单位。

在铁路人才培训方面，与同济大学、西南交大联合举

办铁路工程专业工程硕士研究生班；为铁路项目举办铁路专

业技术及“十一大员”培训班76个班次，培训取证1202人

次。在海外人才培养方面，举办了4期国际项目管理高级研

修班。

2009年，有131名非自航船员参加了专业技能考试，

107人通过了全科考试取得了适任资格，取证率达81.7%。

此外，加强与主管部门沟通，解决考证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确保非自航船员考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举办高端讲座方面，3月份聘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

授举办了“博弈论与公司战略”讲座；10月份聘请了台湾学

者举办了“和谐领导与周易文化”讲座；11月份举办了“国

防安全教育”讲座。

2009年，中交股份组织开展了职工技能比赛，激励员

工学技术、强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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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职工健康

公司建立运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制定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的相关程序、须知和操作规程，加强对劳动安全和

职业健康的管理。高度重视并着力开展员工职业健康监护和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坚持“防护”与“治

理”结合，健全和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和员工健康监护档案，

积极创造有利于员工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对员工进

行了职业健康体检，体检率达95.9%。

三、安全生产

1.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中交股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

公司成立总裁为主任的安全生产委员会，领导开展安

全生产。公司制定一整套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从机构组织、

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措施计划、施工作业限产管理、监

督检查、教育培训、应急管理、考核奖惩等方面建立基本管

理体系，并层层贯彻落实。

中交股份形成了“集团统一领导、安监部门统一协

调，各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谁主管谁负责，

一把手负总责，党组织提供思想组织保证”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基本框构。

2. 安全生产年度情况

2009年，中交股份按照分类、分级的原则，向各单位

下达了安全环保考核控制指标，并由公司总裁在工作会上与

各单位第一责任人签订了安全环保责任书。各单位也根据要

求“严防死守”，将考核控制指标层层分解，一直传递到最

基层的项目部和作业班组，为确保中交股份总体安全环保控

制指标的完成设立层层关口，安全生产责任制得到较好地落

实。

2009年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事故总量有所下

降，安全生产各项指标均未突破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考核控

制指标。未发生重大以上水上交通责任事故，未发生因勘

察、设计、监理过失而承担责任的较大以上生产事故，未发

生重大火灾事故。

3. 安全生产年度行动

2009年．公司根据业务特点，在港航、公路和铁路三

大领域明确了五大安全生产重点，即：水上作业和水上交

通，深水、深沟高墩大跨桥梁，隧道和轨道交通，施工设

备和临时设施，劳务协作队伍监管。各单位均按照要求在三

大领域明确了重点监控项目，在五大重点加强了安全生产监

控。

2009年4月、6月和9月公司开展了针对港航、公路、铁

路三大领域的重点工程项目专项督查和综合检查。9月份召

开视频会议，在各有关施工企业和直属项目部开展了主题为

“质量为本、安全为天”的“铁路工程质量安全警示教育和

质量安全大反思大检查”活动。10月召开了有船单位船舶安

全管理现场会，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有关领导到会指导，并充

分肯定了中交股份的船舶安全管理工作。

2009年，公司制定《交通基本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防护

设施量化标准》。该标准图文并茂，实用性强，属国内首

创，填补了我国在交通基本建设工程中安全防护设施量化

标准的空白，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使科研成果尽快得

到应用，在15家施工单位的35个项目进行了试点应用。目

前，试点工作已经结束，各试点单位和项目普遍反映试点

情况良好，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水平得到较大程度提高。

2010年将在全公司交通基本建设项目上推广应用。

总结经验教训，公司认为，抓技术安全是杜绝事故的

根本，具体就是做好施工组织设计、试验检测和工程测量三

项工作。抓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和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

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评审和审批，从而形成合理的工

程布局、健全的施工组织管理体系和各个工序作业的有效衔

接。

2009年，公司对5家建筑施工企业及其下属公司进行了

重点督查。督查内容包括局、公司、项目的安全生产制度建

设，责任制落实、分解、追究和安全生产日常管理工作的开

展情况等，进一步摸清了各级企业和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情

况。

2009年4月在中交京沪高铁项目部召开了设备安全现场

会，会上通报了近年来发生的施工设备事故情况及应对措

施，同时对铁路施工设备安全管理制定了强制性条款文件，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施工设备安全管理，保障作业人员生命

和国家财产安全，减少事故和经济损失，稳定铁路市场安全

生产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5. 健康检查

公司各级工会开展了员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监督检

查，开展多种答卷活动，提高员工的职业健康意识。

6. 农民工权益保护

2009年，中交集团依法保障农民工权益，按时足额支

付农民工工资，组织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

质，切实保障农民工休息和休假。公司部分单位在春节前好

包车送农民工回家、接农民工上班。

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

确保安全生产

公司建设者在京沪高铁建设中，确保施工不影响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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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公司深入开展了“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成立了以总裁为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

案，落实了经费。活动期间，中交股份机关加大对安全生产

重要意义的宣传力度，组织总部员工参加全国职业安全健康

知识竞赛， 6月14日，中交股份作为中央企业的代表参加了

在北京市天坛公园举办的以“关爱生命、安全发展”为主题

的2009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图1-3）

4. 安全应急管理

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以及六个

专项应急预案，建立了包括应急指挥机构、预防和预警、应

急响应、综合处理、培训和演练在内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

系。

6月16日，在中交上航局外高桥作业水域举行一场以

“关爱生命、安全发展、应急保障”为主题的中交股份水上

消防、救生演习，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图4）

四、社区参与

1. 企业运营对当地的影响

中交股份从事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司项目生产对

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推动当地经济腾飞、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有着积极的作用。公司工程项目的实施也给当地创造了劳动

力就业岗位和设备使用机会，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相关物资供

应及配套服务的发展。

公司旗下中路公司紧密结合赤道几内亚发展急需工程

建设人才的情况，及时制定了人才培养援助计划，全额负担

所有留学生的学习、住宿费用，通过为赤道几内亚培养更多

的人才，提高赤几自主发展的能力，改善当地民生，促进赤

几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公司海外经营主力公司中港公司在苏丹、斯里兰卡、

沙特扎瓦尔等地实施的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

动作用，通过劳务使用、购买建材等形式，对当地经济发展

起到了积极带动作用。

2. 企业捐赠管理

2009年，公司研究制定《中交股份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试行）》。

3. 公益捐赠金额

2009年，中交股份认真开展社会帮扶，全年共拨付扶

贫、捐赠资金近3000万元，同时还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做好灾区重建工作。

4. 公益捐赠事例

●中路公司与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5所重点高校签约设立

“中国路桥奖学金”。未来3年，中路公司将在上述高校总

计投入340万元奖学金，用以奖励在校相关专业优秀学生、

贫困学生及在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和就业指导方面做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教师。（图6）

5. 安全教育与培训

中交股份建立了安全、健康、环境三标管理体系，逐

步完善相关教育和培训，全面开展注册安全师和航务、路

桥、疏浚工程安全员培训。

2009年为公司在京单位135人办理了“三类人员”安全

证书续期手续；为186名注册安全工程师办理了初始注册手

续(另有11名办理变更手续)；

2009年6月，中交二公局局本部、贵广铁路项目第五经

理部、十天高速标项目组织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兰渝铁路项

目组织消防知识培训。

公司多家单位建立了农民工学校，重点放在详细、实

用的安全培训方面。（图5）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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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国路桥——长沙理工大学共建道路工程实

验室揭牌仪式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此举旨在通过实验室共

建使两家的合作方式得到进一步拓展，由人才培养转化为科

技合作与服务，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在

学校，长沙理工大学愿意发挥科技人才优势，随时准备在各

学科甚至跨学科组织科技攻关，用爱心回报学校，服务社

会。

●2009年，中交一航局兰渝铁路一分部同当地党委、

政府携手开展了“扬起你的笑脸”捐赠活动，筹集爱心捐款

4500余元，为69名学生带去了铅笔、笔记本、篮球、羽毛

球等文体用品，丰富了同学们的学习与生活。（图1）

●中交上航局自2007年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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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星镇

海安村实际困难，扶助海安村建设村里机耕道路和帮助特困

村民，力所能及地改变海安村的面貌。截止2009年，共投

入帮扶资金24万元，完成道路建设5.4公里。另为74位村民

送上慰问金25500元及打印机、电脑等物品。（图5）

●中交广航局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认真贯彻

落实“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先后于

2009年7月30日和11月5日两次到定点帮扶对象——梅州市

五华县横陂镇新联村开展扶贫帮扶前期调研工作，并成立了

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领导小组，逐步提高

帮扶村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中交隧道局西宝项目为当地村民修渠保冬灌。渭河

平原12月份滴水未降，正值当地冬小麦灌溉，需要大量用

水。项目部立即决定帮忙修整破损的灌溉渠以解决冬灌之

急。经实地考察，抽调2支结构队伍，迅速组织工人与村民

一起施工。项目员工和村民仅用2天时间修补灌溉渠56处总

计1500多米，可灌溉900多亩小麦。项目部赢得了当地村民

的好评和信任。（图6）

●中交二公局库库路项目部在紧张施工的同时，高度

关注与当地各族群众的团结、互助工作，大力无偿支援农村

路、渠等基础设施建设，出资捐物改善农村文化教育面貌，

与农牧民结对帮扶，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和谐

社会之歌。

●中交二航局积极响应湖北省委组织部开展的“城乡

互联，结对共建”活动，捐资百万元帮扶湖北省英山县乌云

山村。二航局先后多次到该村调研，了解村情和发展方向。

投资3万多元，对村级办公活动场所进行了提档升级；建立

完善相关制度8个，开展各种党建活动9次。和村两委共同

研究制定发展规划和近五年的发展目标。二航局向该村捐款

10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茶场车间改造，增加的

茶叶加工能力就能惠及周边6个村4000多户农民。

●中交三航局参与上海市援建四川灾后重建项目，包

括都江堰金凤小学、档案馆，并因表现出色，受到上海市对

口援建都江堰市指挥部的表扬。公司援建的四川都江堰金凤

小学和为农服务中心两项目都已竣工交付使用。2009年9月

又承建了上海市援建工程四川都江堰档案馆项目和都江堰新

闻中心项目。

●中交四航局对为帮扶点村民广东阳西旧仓村开展全

面救助。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招收帮扶点青年到四航局工

作，为旧仓村捐建养猪场，为旧仓村捐建小学阅览室。贵都

项目部为当地苗乡捐建道路，受到百姓好评。（图2-4）

图1  

图2  图4  

图3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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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支援新农村建设，中交一航院响应天津市委号

召，继2008年援助建设资金10万元的基础上，2009年继续

为天津宝坻区尔王庄乡于家 村援助建设资金10万元，用

于该村路灯改造项目。

●中交三航院每年定期开展“一日捐”（去年共募捐8

万余元）、为老区人民捐赠衣被等活动，公司团委连续第五

年为上海市东二小学10名困难家庭、品学兼优的小朋友颁发

“战胜困难奖”。

●2009年，公司旗下振华物流对天津地区福利机构

“太阳村”的孩子们捐款14000元，为受莫拉克台风影响的

台湾同胞捐款12325元，为公司困难员工申月胜的女儿接受

脑瘤手术治疗捐款32920元。

5. 本地化雇用情况

中交股份十分注重当地员工使用、培养和发展，积极

推进员工本地化，并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公司要

求各级驻外机构，积极转变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认真

执行“能本土聘用不派遣，能派遣不借调，能借调不调入”

的用工原则。公司旗下中港公司截止2009年底本土化外籍

员工2230人，其中有些雇员工龄已经超过10年以上，有些

已经成为公司驻外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雇员对中国港

湾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已经成为中国港湾人力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交利比亚分公司在建项目实施中，在当地建立了的

劳动力信息网络，推进在岗锻炼，开设了有砌筑工、 抹灰

工、钢筋工、木工、混凝土工等工种的培训。培训了满足项

目需要的当地员工队伍，通过不断强化和细化属地化劳务管

理制度，为公司的属地化战略的实施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

验。目前班加西房建项目和米苏拉塔房建项目都聘用了近百

名当地劳工。

●2009年7月23日凌晨，四川康定县舍联乡响水沟发生

泥石流。中交三公局接到中交股份办公厅情况通报后，邛崃

公司派出三辆越野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为四公局

的救援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交2009年，路桥建设德昌高速D7项目、广西六河

六标项目等多个项目部积极为地方办实事。德昌高速D7标

项目部为所在的东风村打了深水井、购买扬程40米高无塔

供水器，解决了东风村小学400余名师生及部分村民的饮水

难，还帮助东风村小学和村委会开通了宽带光纤网线。路桥

建设承建的广西六寨至河池高速公路六标位于广西南丹县，

全长12.4公里，是苗、壮、瑶族等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有

着多样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项目部积极同当地群众交流

沟通，尊重他们的生活风俗，与当地村民共同建立了一个和

谐的施工环境。为了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项目部专门从山

上铺设一条水管引至村中，结束了几十户村民长期以来吃水

比吃油贵的日子。

6. 海外公益捐赠

●2009年，公司旗下中路公司资助10名赤几留学生到

中国留学，此前，中路公司曾资助安哥拉34名留学生来中国

攻读5年制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学业。



68PAGE 69PAGE

●中交一公局在布隆迪项目、刚果金BM项目分别为当

地援建希望小学；埃塞亚的斯公司赞助当地传统赛事亚环路

长跑赛。

●2009年5月，中交一航局一公司印尼龙湾项目部参加

了对印尼龙湾地方政府、医院、学校进行的捐赠仪式。

7. 志愿者活动政策

中交三航局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支持志愿者活动，要

求员工志愿者覆盖率≥40%，参与志愿者活动平均≥6次/

年，总计≥6小时。党员中的志愿者覆盖率≥95%，参与志

愿者活动平均≥12次，总计≥12小时。

中交三航院组织40余位团员青年积极参加了上海市

“知荣辱、守秩序，迎世博，文明行路从我做起”新一轮文

明交通宣传活动，担任肇家浜路宛平南路路口的文明行路志

愿者工作。（图4）

公司旗下振华物流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如员

工参加被公司认可的志愿者活动，被计算为工作时间，对在

志愿者活动中表现突出或贡献较大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奖励。

2009年11月初，乌克兰爆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引

发恐慌，疫苗和普通抗病毒药物都销售一空，民众防治甲型

H1N1流感形势严峻。中路公司闻讯后，慷慨解囊，通过乌

克兰驻华使馆向乌方提供无偿物资援助，以帮助乌克兰人民

防御甲型H1N1流感。（图1-3）

●公司旗下中港公司创立了“中国港湾教育基金”，

用以扶持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培养与开发，支持发展中国

家经济长远发展。

2009年11月，在斯里兰卡内战刚刚平息、百废待兴之

时，中港公司向当地医院无偿捐赠50台急救医疗车辆。斯里

兰卡总统夫妇亲自出席了捐赠仪式。2009年12月8日，中港

公司斯里兰卡办事处向汉班托塔项目所在地的5所贫困小学

捐赠了30台电脑。

2009年初印尼西苏门答腊省发生里氏7.6级地震后，中

港印尼龙湾项目于第一时间向当地小学捐赠书包、笔和各种

球类；4月份又向当地扶贫部门捐赠大米和食用油； 9月伊

斯兰教开斋节之际还向当地扶贫部门捐赠生活物资等，共累

计捐款约50万人民币。

2009年5月，中港公司安哥拉办事处向当地最大的孤儿

福利机构--安哥拉孤儿社“献爱心”赠送了价值数万元的

生活物资。

2009年11月，中港公司驻巴基斯坦办事处项目部巴籍

员工Nawadz因患严重肾病，他带病坚持工作很长的时间，

最后让自己的弟弟顶替上班，来持续那份不多但对他们却必

需的薪水。中港公司巴办员工为他捐款101880卢比（约合

1223美元）。随后，中港公司以此契机，牵头联合中交集

团在巴兄弟单位共同设立了爱心基金，以帮助身边受贫困或

者病痛困扰的巴籍员工或其他巴基斯坦人。

图2  中路公司在乌克兰驻华使馆接受乌驻华大使尤里·科斯坚科递交的无偿捐赠证书

图1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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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 2009, the financial tsunami swept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continued to spread. With growth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promotion as keynote, the 

State implemented the RMB 4 trillion fiscal incentive plans 

and the “moderate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Facing the 

severe and complex market situation, the whole CCCC 

met challenges in solidarity and promoted development 

pragmatically to mak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all 

aspects and accomplish the stable growth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entral enterprises.

Against the backdrop that the State increased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 gave positive 

play to the key role of an industry leading enterprise and 

central enterprise,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market and 

intensifie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nsured completion 

of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tasks of various projects, 

steadily advanced national key projects, and continued 

to play a key and leading role of a central enterpri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tech, new, special and tough”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CCCC deemed it its duty to “maintain growth, livelihood 

and stability”, proactive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social 

employment, employed over 5,500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over 500,000 rural migrant workers.

II. Staff Responsibility

In 2009, with the concept of “human orientation”, CCCC 

actively fulfilled the Labor Contract Law,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benefits of staff, 

strengthened staff 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mote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aff, and played a model role 

in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aff. The rate 

of contract staffs, the coverage rate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staff joining the trade union all 

reached 100%. 

The company stuck to distribution by work and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according to law, established the 

salary increase mechanism related to corporate business 

performance, reasonably increased staff salaries, and 

established the salary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covering three levels-senior management, persons 

in charge of subsidiaries and headquarters staff to pay 

competitive salaries to staff. In light of actual conditions 

and background of local development, all units established 

the staff salary system. In 2009, the verified total payroll of 

the company was proposed to be RMB 9.06 billion.

The company set up social insurance for staff, which 

involves endowment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maternity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ith a coverage rate of 100%, 

and made due and full payments. The enterprise annuity 

plan was implemented steadily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tabilizing staff teams. In 2009, CCCG’s enterprise annuity 

work was carried out in an all-round manner, and 80% of 

staff participated in the plan. The company offered staff 

the competitive paid leave and rehabilitation systems in 

the industry, and worked out the measures for paid leave 

management (five days for each person).  

CCCC actively advocated fair employment, and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minorities and managers.

CCCC established the perfect staff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worked out the talent team bui lding and 

development plan from 2007 to 2010, released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corporate talent team building 

and dozens of system documents, and established the 

clear talent introduction, training, use and incentive 

management systems. Now, the company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talent strategy planning at this stage 

and is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pla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Also, the company has carried out staff training in an all-

round manner with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the occupational skill appraisal and 

instruction center and training base as platforms.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and practice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ystem and worked out the procedures, 

notes and operating instructions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labor safety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vigorously carried ou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 l lance of staff and the monitoring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with “treatment”, improved occupational health 

archives and staff health surveillance archives, actively 

created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staff, and conducted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of 

staff, with a participation rate of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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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Safe Production

CCCC es tab l i shed  the  per fec t  sa fe  p roduc t 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the safe production committee 

which carried out safe production under the president’s 

leadership, worked out the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Safe Production, established basic management 

systems in such aspects as organization, safe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afe production measures and plans, 

construction restr ict ion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rewards and punishment, 

etc., and implemented them level by level.

In 2009, the company’s safe production situation was 

stable overall, the total number of accidents declined 

slightly, and all safe production indicators were below 

the assessment and control indicators assigned by the 

superior competent department. The rates of death and 

serious injury of staff in production safety responsibility 

accidents stood at 0.01‰ (lower than the industry indicator 

0.2‰) and 0.01‰ (lower than the industry indicator 0.5‰) 

respectively. Two serious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occurred. No serious marine accidents, serious production 

accidents for which responsibilities were assumed due to 

faults of surve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or 

serious fire accidents occurred.

The company worked out the Integrated Emergency 

Plan for Safe Production Accidents and over ten special 

emergency plans, and established safe product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 including emergency 

command body, prevention and pre-warning, emergency 

response, integrated processing, training and drilling. 

On June 16, the marine firefighting and lifesaving 

drill of CCCC themed by “life care, safe development 

and emergency support” was held and rounded off in 

Waigaoqiao operation waters of CCCC Shanghai Dredging 

Co., Ltd. 

CCCC established the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progressively improved releva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carried out training for 

registered safety specialists and navigation, road & bridge 

and dredging safety supervisors. 

IV.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CCC engages in  t ranspor ta t ion  in f ras t ruc 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mpany’s project produ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local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growth.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creates job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material supplie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In 2009, the company studied and worked out the Trial 

Measures of CCCC for External Donation Management.

In 2009, CCCC earnestly carried out social aids, 

appropriated a total amount of nearly RMB 30 million for 

poverty relief and donation, and input manpower, materials 

and funds in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saster-hit areas.

CCCC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s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staff, actively advanced staff 

localization, and took them a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perform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company required 

overseas offices at all levels to actively transform concepts, 

raise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employment principle of “local employment 

rather than dispatch, dispatch rather than temporary 

transfer, temporary transfer rather than transfer-in”. By late 

2009,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 Ltd. (CHEC), 

under CCCC, had had 2,230 foreign employees, some 

have worked for over 10 years, some have become the 

senior managers of the company’s overseas offices, wh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with CHEC and sense of 

honor and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CHEC’s human 

resources.



5 第五部分
环境责任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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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

1.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中交股份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配套管

理制度，明确了环境保护的方针和原则，明确了各级

单位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管理办法还规定了环境保

护工作检查机制，确定了事故报告与处理、考核与处

罚等具体要求。公司各单位大多数能够制定环境、健

康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了环境管理体系，通过有关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

作为一家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中交股份在生产经

营中，始终把保护环境作为企业的追求之一。公司制

订工程项目资源和环境管理体系，明确节约资源和环

境保护的原则、制定落实方案和实施细则，并建立相

应的程序、须知和操作规程、设有资源节约和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或具体岗位。在绝大多数工程项目中，都

充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制订并执行完整的环境保护

管理办法。在每一个工程建设中，公司主动开展环境

保护，力求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贯彻到每一

个具体工程、每一个具体环节。（图1-5）

●2009年，中交广航局为了深入持久地做好节能减排

工作，将节能减排工作正式纳入到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并编制了节能减排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减排计

划，明确了2009—2010年节能减排重点单位，其中节能减

排重点工程项目有6个，节能减排重点船舶有10艘。为确保

该项工作取得实效，广航局还建立健全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

制和节能减排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与经

营业绩考核挂钩。

●公司旗下中港公司制定了三个境外承包工程环境管

理制度。公司设置有境外承包工程环境管理机构或岗位，并

切实开展工作。中国港湾还大力开展施工现场环境管理培

训。

●公司旗下三航局、路桥建设等多家单位建立了环境

管理体系，从制度上对污染预防、能源资源节约、水资源保

护、文物保护、社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进行了规范。

2. 环境保护年度重点

●中港公司沙特延布项目位于红海之滨，正在进行的

疏浚、吹填、造堰等分项工程如果不加控制，会使周边的大

片海域变浑浊，这些悬浮杂质将明显降低海水的通光量，进

而导致海底生物的消退或死去。为保护原生态海洋环境，中

港公司和一航局团队经过仔细勘察、深入研究和反复试验，

创造性的发明制作了既经济又高效的栏污栅，拦污栅使用塑

料泡沫作为浮体，下坠块石等重物，中间挡以土工布。土工

布可有效地阻止浑浊水向外侧扩散。在拦污栅两侧清水和浑

水形成鲜明地对比，有效地阻止了工程施工对海洋环境的污

染，受到业主和当地民众的肯定。（图6-8）

图2  公司承建的京沪高铁阳澄湖桥段

图3  公司承建的新疆果子沟大桥

图6  恒龙轮在沙特扎瓦尔港施工

图5  京沪高铁上海浦东轨道板场生产车间

图7  
图8  

图1  公司承建的沪陕高速公路

图4  公司项目部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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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天津市政府“蓝天工程”的号召，努力改善

市容市貌和全面提升环境质量，中交一航局天津大道工程六

合同段项目部把末端治理“扬尘”与源头推行清洁生产有机

结合起来，把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放在首要位置，采取了一

系列环保措施：项目部实行全封闭施工，在建筑工地设置围

挡，能有效“罩住”施工扬尘；对施工现场运输易撒漏建筑

材料、建筑垃圾等实现密闭运输，并利用洒水车给施工主干

道及便道进行定期洒水，保持道路润湿防止扬尘；注重降低

施工噪音，不扰民。项目部还紧紧围绕“节能、降耗、减

污、增效”持续改善环境的管理方针，从生产工艺水循环利

用上做文章，利用三级沉淀池水对箱梁进行重复养护，提高

了水的回用率，实现了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标。

●征地拆迁几乎是每一个工程项目最难解决的矛盾。

然而中交二公局贵广铁路项目一处弃渣场的征地却得到了当

地群众的高度赞扬和主动支持，征地问题迅速解决。贵广铁

路项目位于三江县同乐乡一处弃碴场设计需占用临时用地65

亩，其中水田约34亩，如果按照这一规划，该村组仅有的

30亩水田全部在设计征用范围之内，该村组人均水田将不

足0.2亩，全部变为失地群众。二公局项目部对管段内地形

地貌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后，找到了一段废弃的河道。这段废

弃河道内全部是林地、荒山和荒地，经过充分论证和技术分

析，这里可容纳该处工程的全部土石方量，变更位置完全符

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文件精神。（图1）

●中交二公局太中银铁路项目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沟

壑纵横，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工程施工受环境影响较

大，环水保任务十分艰巨。项目部成立了环水保领导小组，

编制规定，建立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职责，开展定期检查，

编报取（弃）土场统计报表。通过严格管理，项目环水保

工作取得了实效。在重节点工程吴堡黄河特大桥、清河沟特

大桥、吴堡车站、义合车站等工程施工中推行安全文明工地

标准化管理，把保护母亲河和水土保持作为重点考核目标。

同时，项目主动为地方建设着想，积极联系沟通，环水保工

作也给地方建设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白家沟隧道弃渣场，

项目修建了1500 立方米的拦渣坝，并将当地一石料场形成

的浮土渣石拦挡在坝内，确保当年安全渡汛，避免了水土流

失，而且消除了汛期白家沟下游县城居民的安全威胁。吴堡

车站弃渣场建设中，项目部出资进行边坡整治，最终形成约

2.6万平方米的平地，成为该村70余户拆迁户的安置地。项

目在拌和站建设三级废水沉淀再利用系统，避免废水污染而

且节约水资源，成为各类检查的亮点。梁场建设过程中在柳

林县王家会村施工标段内共植树1000多株，撤播草籽1500

多平方米，成为施工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图2）

●中交隧道局赣大高速公路项目段地处江西赣州革命

老区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环境保护工作压力很大。项目部

在施工中尽可能减少对原地貌的扰动，减少对地面草木的破

坏；需要实行爆破施工作业的，按要求进行控爆设计；为有

效保护水源环境，混凝土拌和站及构件场的生产废水要通过

沉淀池收集，经酸碱中和、沉淀、除渣等处理后再排放，施

工结束后，再将沉淀池覆土掩盖；对其他施工废水、生活污

水严格执行各项排放标准，坚决做到达标排放；对置于河道

内和水库内的桥梁桩基，开挖的钻渣从未直接排入水体，而

是将开挖的钻渣运至已规划的临近弃土场。

图1  

图2  二公局太中银项目部保护当地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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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中交广航局承建了首个海外环保疏浚工程

——菲律宾帕西格河环保疏浚工程，该工期紧，环保施工难

度大。为了把污染降到最低，广航局项目部在施工区内围起

了宽600米、长1400米的防污帘，施工船则在防污帘围住的

狭小区域内施工。面对施工区狭小、施工区内垃圾多等种种

困难，广航局项目部与船舶不断调整施工方案，改进施工工

艺，工程最终提前完工，广航局派遣的施工船的表现最终也

让进场初投来质疑目光的外国人频频竖起大拇指，为广航局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赢得了口碑。

●西筑公司为降低声源噪音，均选用低噪音的生产设

备和改进生产工艺，或者改变噪音源的运动方式（如用阻

尼、隔振等措施降低固体发声体的振动）。并将电器分开摆

放，尽量不集于一室；及时排除电器故障，减少噪音 ；尽

量避免各种电器同时使用，并多种植绿色植物消除部分噪

音。

3. 环境保护培训制度和成效

公司旗下振华物流完善了一套节能减排管理文件，指

定专人定期参加地方政府环保法规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学习

（参加中交和地方政府组织的节能减排培训6人次），利用

每月的经理办公会认真组织学习中交节能减排方针政策，在

公司内部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环保知识培训，通过公司网站

宣传节能减排政策、重要性和节能减排知识，使各级领导和

职工不断加强环保意识和提高环保管理执行力，提高了广大

职工参与节能减排的积极性。

4. 环保技术、设备的研发和应用

●舟山港马岙港区公共航道整治项目炸礁工程是广航

局承建的又一个炸礁工程，在施工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经过

对地质条件分析、采用适合工程实际的礁施工工艺及爆破施

工，确保了工程施工无任何安全、污染事故。针对部分礁区

表层大块的现状，中交广航局项目部调整装药方式，采用全

高能炸药装药方式，提高爆破岩石破碎度，为清礁施工提供

保障，同时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在业主组织的马岙炸礁工

程质量交工鉴定会议上，广航局工程质量评定为优良。（图

1）

 ●2009年，中交天航局环保绞吸挖泥船“浚湖”号在

结束加长改造、船舶检修、组装下水等工作后，仅用1天时

间就迅速完成船舶调遣、定位、接口、试车等准备工作，正

式投入太湖竺山湖生态清淤工程武进区二期工程的施工建

设。（图2）

●2009年竣工的中新天津生态城污水库现场扩大试验

工程是我国首例大规模针对重污染泥土进行深度处理的工

程，也是中交天航局首例同时兼具市政及环保疏浚特点的综

合性环境整治工程，工程包括污染底泥治理的疏浚、脱水、

稳定和固化等工作。天航局环保事业部技术人员结合以往环

保疏浚工程经验和中新生态城污水库现场实际，将土工管袋

脱水减容技术成功应用于工程施工中，通过对污染底泥治理

的疏浚、加药、管袋脱水、固化等工艺集成，成功实现污染

底泥的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及资源化利用。2009年，

在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的示范工程——武汉外沙湖污泥清

除工程，合天航局完善和创新土工管袋脱水减容技术及脱水

固结一体化技术，将污染底泥进行资源化处理，处理后的疏

浚土将直接用于绿化及路基用途，使我国疏浚污染底泥资源

化及无害化处理工艺已正式步入实际应用阶段。

●中交上航局重视环保产品的应用。原疏浚船舶使用

的浓度计上的放射源是钴60或铯137核源素，为了保护职工

健康和环境保护，现逐步推广改用其他的计量方法（称重式

浓度计），取代上述核元素。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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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旗下振华物流开发了集装箱信息管理技术，不

仅提高了操作的准确性，而且提高了作业效率。公司办公照

明仓库和室外照明节能灯改造措施，露天照明定时自动开关

措施，供热实时温度控制技术，提高车机润滑油品质等级延

长保养周期方案，集装箱高压清洗工艺和污水处理循环使用

等技术措施已在生产中普及。

●2009年，中国海洋局海监第三支队表彰辽宁辖区

2009年度海洋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和个人，中交广航局锦州

港工程项目经理部和两名项目经理分别被为“2009年度海

洋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和“2009年度海洋环境保护先进个

人”，这正是广航局船舶施工过程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

例》和《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

例》等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典型，也是广航局船舶防污

染合规的具体表现。

5. 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广州市洲头咀隧道工程地处广州繁华闹市。中交四航

局负责施工隧道恰好经过一座德国教堂，始建于清光绪八年

（1882年），孙中山曾在这里筹划武装起义，因此该教堂

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为了保护文物，项

目部用了100多吨铁架把教堂里外的墙壁和屋梁层层紧压捆

绑“打包”，并用木板和螺丝夹紧陈旧松散的古墙壁，然后

将其往东平移26米，为隧道工程让路。为避免对教堂造成伤

害，为了防止施工过程流沙掏空基础，项目采用塞土工布，

进行第3次注浆，对德国教堂进行基础保护，同时每天对其

进行监测，防止其发生沉降位移；水上施工时，尽量避免炸

礁，采用凿岩，并认真编制了炸礁方案，做足近岸爆破保护

措施；目前德国教堂已进入保养阶段，在其周围进行了封闭

式围蔽，并派专人看护。项目部在进场施工前，先对隧道穿

越的建筑物、隧道基坑临近建筑物的安全予以论证，对重要

建筑委托广州市房屋鉴定部门进行第三方鉴定，以确定建筑

物的安全状态。两年后，沉管暗埋段完工后，教堂将回迁到

原来位置。

二、节能减排

1. 节能减排管理体系建设

中交股份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健

全，分级责任制进一步得到落实：确立了“公司统一领导、

节能减排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各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谁主管谁负责、一把手负总责、党组织提供思想组

织保证的节能减排基本构架”；二级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了

节能减排管理体系，均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节能减排工

作领导小组；三级公司和项目也成立了以一把手为组长的节

能减排领导小组，并制订了相应工作办法。部分单位设置了

专职节能减排管理人员。广航局在原有管理部门下设立了节

能环保处，并配置专职管理人员。

节能减排是一项崭新工作，各单位在公司《中国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基础

上，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节能减排管理制度。中交一航

局一公司制定了《京沪高铁燃油定额管理办法》，有效降低

了油耗，运梁车由每小时56升下降为51升。中交三航局在

集思广益、广泛征求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编写了《中交三

航局节能减排具体措施总汇》，有效地指导了下属单位节能

减排工作的开展。中交四航局进一步修订完善了《中交四航

局所属单位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加强对各级单位负

责人在节能减排工作的考核。中交广航局结合本单位实际，

制订了《疏浚工程项目经理部节能减排管理办法》和《耙吸

挖泥船节能减排管理办法》，使节能减排工作更具可操作

性。中交一航院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用电管理办法》、

《用水管理办法》、《废弃物管理办法》、《节能减排监督

管理细则》等多项节能减排方面的规章制度。

2009年公司首次开展了对所属单位节能减排工作的考

核，各单位基层也不同程度开展了考核，极大推动了节能减

排工作的深入开展。

2. 完成节能减排控制指标

2009年，中交股份圆满完成了国务院国资委下达的中

央企业第二任期（2007—2009年）节能减排指标，缩小了

建筑施工单耗指标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3. 节能减排监测

2009年，中交股份制定印发了《关于印发中交股份节

能减排统计监测报表的通知》（中交股安监字[2009]122

号），对《中交股份节能减排统计报表》进行了修订与完

善，并对节能减排统计监测报送工作做了具体要求。

各单位在此基础上纷纷建立健全节能减排监测报送体

系。2009年6月25日至26日，公司在西安举办了节能减排管

理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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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能宣传

按照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14部委的统一部署，公司

为培养干部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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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至20日开展了以“推

广使用节能产品，促进扩大消费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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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场合张贴标语等

多种形式，以《节约能源法》、国务院、交通行业及相关部

委节能减排法规、规章、政策和标准的宣传为主线，以推广

高效节能产品、节约土地、岸线、能源、建筑材料为重点知

识教育培训，传播节能理念，普及节能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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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短

缺体验等创新活动。

5. 施工作业现场节能减排工作

●中交一航局下属各单位均建立了单机燃油消耗台

帐，定时统计，每月汇总上报公司，施工设备加油必须经机

务主管签字认可，非施工设备加油统一办理加油卡，由机务

主管管理；预制、预拌分公司给每辆施工车辆安装了GPS定

位系统，每个月严格统计里程和待机时间，并由此计算油

耗，超出计算值的给予警告或罚款，对有节约的车辆给予奖

励；加强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挖泥船减少超宽超深挖

泥、打桩船单主机运行节能减排，努力降低环境负荷；工地

拌合站尽可能做到雨水收集、水循环利用等。

●中交二航局改变节能降耗工作重点，从过去单纯依

据设备参数来考核能耗，转变到从设备采购的源头来控制能

耗成本，在使用过程中对能耗进行统计分析和比对，在公司

发布的10家节能减排重点单位中，公司要求这些单位对使

用的重点能耗设备依托 “设备星级制管理”进行“单机核

算”、实时监控、同种设备进行横向对标，对能耗不达标的

设备不予评定“星级设备”。

中交天航局加强了船舶作业管理，要求船舶严格按照

施工工艺施工；严格油品管理，严禁不同品牌的油混合使

用；自航船施工时使用经济航速、选择最佳航线；定期清除

船底附着物，减少航行阻力；严禁油品跑、冒、滴、漏，勤

检查维护等等，一系列措施实施有效地减少了船舶的燃油消

耗。振华重工加强设备管理，每天根据车间的生产量来决定

空压机的使用数量，同时给空压机设定上限输出功率，并定

期检查气管，防止漏气造成电能浪费等等。

●中交广航局目前共有56艘船舶，42艘400总吨以上船

舶均装设了油水分离器、标准排放接头、污油储存舱，并且

机舱污油水和压载水分别使用不同管系；设有明显标记区别

的垃圾收集容器。按照船舶建造规范，23艘入级船舶均取得

《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根据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广航局严格做好船舶疏浚物、油污水、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排放处理。疏浚作业前办妥“废倾物倾倒许可

证”；在施工过程中委托当地海洋部门进行环境监测，根据

监测结果随时改进施工方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周围

海域水质的质量。

●西筑公司新厂区建设更是采用了天然气为主要采暖

方式，降低了煤炭的使用量，达到了环保要求，在节水措施

方面积极响应国家节约用水的政策，做到生产上用水循环无

污染排放；生活上用水回收后用于道路清洁。

6. 科技创新推动节能减排

中交股份积极依托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

能减排。“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公司通过整合内部技术研

发资源，形成了科技研发支撑构架，创立了三级联动科技

创新体系。2009年，公司节能减排共投入技改资金4300万

元，设立123项技改项目，极大推动了节能减排公司的管理

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效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

确保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

公司通过创新提高能源和资源使用效率主要体现在三

个环节上，设计、实施、机械设备。

（1）咨询设计方面

工程建设项目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都比较大，能否在

设计咨询环节做好节能设计，关系到全社会的福祉。公司设

计人员在设计中严格执行有关节能环保的设计标准和规范，

坚持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和能效

比较高的工艺、材料和设备；通过对设计方案的不断优化，

使得工程项目在建设期间少占用资源，在使用期间能够节约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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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港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的设计中，中交一航

院首次大规模应用电驱动轨道式场桥，避免了传统的轮胎式

场桥的油、电转换，实现了节能和环保并举。在欧亚国际集

装箱码头的设计中，对传统的轮胎式场桥进行了技术革新，

实现了双动力，以电为主，即保持了传统轮胎式场桥机动灵

活的特点，又采用了绿色能源，实现了节能环保。此后，对

东方海陆公司和联盟国际公司２２个堆场４４台现有轮胎式

场桥实施了“油改电”改造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了做好节能设计工作，中交一航院修订了程序文

件，在首次会和文件审查记录中做了专门的要求。同时，配

备专职人员对设计成果进行环保及节能审查，以确保设计产

品的质量。

●中交一航院承担的京唐港3000万吨煤炭泊位从建设

绿色港口出发，根据当地环境的特点，统筹规划，适时开展

堆场防尘网的研究建设，设计、实施并完成了试验段工程，

布置了检测装置，观测、研究和总结防尘抑尘效果，为即将

实施的后续工程提供经验，工程有效地解决了京唐港煤炭堆

场的防尘问题、同时减少了煤炭损失，达到环保和节能减排

的研究目标，为今后建设绿色港口提供了有益经验。

●目前，天津临港工业区的发展要依靠围海造陆的方

法新增陆域资源。但是，新吹填形成的陆域地基土大部分是

淤泥和流泥，强度极低，需要进行加固处理方可进行利用和

开发使用。公司旗下一航院经过两年的研究与实践，在临

港工业区先后试验成功多项软基处理新技术，其中包括直排

式真空预压新技术、二次联合真空预压处理新技术、竹篙格

架法软土地基表层处理结构、砂沟法地基处理排水结构等。

这些新技术的发明与与应用，极大的推动了临港工业区的快

速发展。采用真空预压新技术后，由于减少了材料的使用，

在降低工程造价的同时节约了天津地区大量的短缺资源：如

中粗砂、荆笆、竹笆等。由于缩短了真空预压的周期，能快

速形成可以利用的土地，降低了大量的电力消耗。由于减少

了物料的陆域运输，节约了大量的油料消耗、缓解了天津地

区道路交通压力，同时减少了空气污染、降低了温室气体排

放。

●中交二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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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先进的施工、运营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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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路堤防排水技术研究”

等成果，体现了科技人员对节能减排控制。

●中交一公院研发的《基于LED的公路隧道照明节能技

术与装备开发》节能项目，以隧道800-1000米长的隧道，

一天可节约300度电能，全年可节省10.95万度。

（2）施工方面

●中交一航局2009年节能减排投入资金497万元，临港

项目部投入资金85万元建造地源热泵；南疆三个项目部将临

时用电改成正式用电实现环网功能，减少了老变台的无功损

耗；一公司船舶分公司引用电伴热技术，给管路保温防冻，

单船每年节约10752度电，每年节约电费11827元；锦州等

项目部在砼施工中建立了污水循环池，大胆节约了洗石用

水。

●中交二航局全年投入80余万元完成了航工桩五、航

工桩九、900t塔式起重机的节能技术改造及0.5万元的项目

杂水循环再利用技术改造；在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中，

完成节能项目36项、减排项目16项，提出合理化建议27

条，创造经济效益459.7万元；加强了施工组织设计节能环

保方案的编制。

●中交三航局年初制定了《2009年中交三航局节能技

改技措项目计划表》，共计33项，最终投资268.79万元。

《PHC管桩免压蒸工艺技术的研究》课题经费670万元，对

管桩蒸养进行实时控制，管理人员只要打开电脑就可以随时

监控蒸汽的瞬时流量、压力、温度的情况，进行月表和日表

的统计。通过此系统，还可以对超限及时做出反应，调节生

产频率，优化生产，从而大大提高了蒸汽的利用率，降低了

生产成本。

●中交四航局二公司在粤工驳21、36、39上安装了风

力发电机，利用海上丰富的风能发电供给应急照明系统；

四航一公司在架桥机上安装一部30kW的发电机作为蒸养电

源，使得每架一片梁可以节约129公斤柴油。

●中交上航局加强了对船舶的技术改造，通过对航浚

4012轮的“180cst燃油使用及能耗控制”研究，解决了

在推进主机经常处于变速及低转速低负荷工况下无法使用

180cst燃油的难题，据估算该轮每年可以节约油料费785万

元；航道物流公司与中港疏浚公司对燃油的混油配兑进行了

深入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效解决了混调燃油的稳定

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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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天航局把控制船舶燃料的消耗和控制排气质量

视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各船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节能

减排，一是各船舶严格按船舶施工工艺施工。二是更换柴油

机系统滑油和液压系统油。三是条件允许时要求两面靠驳，

减少甚至消除换驳时间。四是自航船抛泥及回航时使用经济

航速，选择最佳航线。五是定期上船台（坞）或以其他方法

清除船底附着物，减少航行阻力。六是控制用电负荷，自航

船航行时尽量控制辅机功率。七是预计移锚或避让时间超过

20分钟时，应关闭主机，关闭空载用电较大的设备，使用辅

机。八是利用停工时间或较长间歇时间进行检查和保养，尽

早发现问题，减少机械故障对生产的影响。九是控制锅炉用

油，合理设定锅炉管理参数。十是观察柴油机运转情况，把

柴油机的运转参数调整到最佳状态。十一是做好燃油的接收

和贮存工作。十二是严禁各类跑、冒、滴、漏。十三是船舶

靠主船或靠码头用双股缆。十四是使用焚烧炉和污物处理装

置。

●船舶调遣采用经济航速是中交广航局节约能源的一

项措施，如“广州号”自广州调遣沙特扎瓦尔港，“进取

5”、“进取8”自广州调遣营口等远距离调遣时，均制订

了节能减排专项方案，掌握船舶主机转速、船舶航速与能耗

的关系，控制机械转速，采用经济航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3）装备产品方面

●公司旗下上海振华重工作为国际著名的起重机制造

商，在积极研发各种高效节能集装箱起重机的同时，还在积

极研发安全高效、环保节能的码头自动化装卸系统。公司调

研了世界上的各大自动化码头和传统码头的“碳排量”现

状，认真分析其采用的技术手段，提出了解决当今码头存在

问题的两大关键技术：取消内燃机驱动的水平运输和昂贵的

导航系统，采用立体轨道进行全电驱动方式的水平运输；采

用机电优势互补而非单纯的电气手段实现自动化。

根据以上的技术总结，公司大胆创新研发出了低碳清

洁、安全高效、环保节能型立体轨道式自动化码头装卸系

统，这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座全自动化作业的装卸系统。

该系统码头前沿岸桥和后方堆场轨道吊之间的水平运输采用

低架桥结合电动小车形式，将码头装卸完全置于轨道上用电

驱动来实现。不仅解决了噪音大、排放超标、污染环境等问

题，也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极易实现全自动化操作。 由

于该项目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也得到了国家科技部和工信部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于2008年底被列入国家科技部

“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

●中交上航局公司2009年度安全生产投入费用约6000

多万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约500多万，用于垃圾处理、油

污水处理、抛泥、水域保洁等各类环保管理工作。在公司全

体员工的努力下，未发生任何船舶溢油及环境污染事故，未

有任何环保违规负面信息。

7.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2009年公司全年淘汰各类设备431台套，淘汰仪器设备

投入资金60.9亿元。

8. 日常工作

公司各级单位都在努力做好节约用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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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员工从点滴做起，节省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

一张纸；合理使用用电设备和照明；做好办公设备的维护保

养，减少办公设备能耗；充分利用网络办公自动化系统，控

制纸质发文数量。

三航局提出支持基层单位使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对太

阳能热水器、小型风能发电等项目进行资金扶持。目前主要

是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年节约标煤约2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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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CCCC worked out the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which specified the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fined the management bodies 

of units at all levels an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stipulated the 

mechanism for the insp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and determined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accident 

reporting and handling, assessment, punishment, etc. 

Most of the units managed to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management measures, establish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ass releva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s.

As an infrastructur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CCCC has 

persistently tak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one of its 

quests during production operation. The company worked 

out projec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defined the principl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mulated implementation 

plans and rules, established corresponding procedures, 

notes and operating instructions, and set up competent 

department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specific posts. In the majority of projects, 

the company made the most of moder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worked out and implemented complete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In every project, the company voluntarily carried 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n effort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n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throughout every project and detail.

II.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CCC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top-

dow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anagement body, further fulfilled the level-by-level 

responsibility system by establishing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eaturing “unified leadership by the group, 

unified coordination by the safe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units and departments, 

responsibilities of supervisors, overall responsibilities 

of heads,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by 

the leading Party group”; secondary companies further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formed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leading group headed by the general manager; tertiary 

companies and project departments also establishe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leading 

groups headed by the general managers, and worked out 

corresponding work measures. Some units also set up 

fulltime management staff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s 

new work, all units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s 

in light of actual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Trial Measures 

of CCCC for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2009, the company assessed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of it subsidiarie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ll grass-roots units conducted assessments 

in various degrees to boos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ork.

In 2009, CCCC formulated, printed and issued the Circular 

on Printing and Issuing the Statistical and Surveillance 

Statements of CCCC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Zhong Jiao Gu An Jian Zi [2009] No. 

122), revised and perfected the statements, and raised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statements.



本刊采用100%环保可再生纸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