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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发展】
按下科技“快速档” 驶上创新“品牌路”

实干，创造了邵阳路桥的辉
煌成就；梦想，照亮了邵阳路桥
前行之路。

去年，邵阳路桥承建的工程
出现了一大批“网红”项目：备受
邵阳人民关注的省重点工程项
目桂花大桥、 洞口三桥相继合
龙；市区三环线邵西大道段开工
建设； 作为湖南省2016年高速公
路头号工程的长益（扩容）项目
中标进场；岳阳汩罗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并重点推进的G240改
造工程项目开工建设；上堡古国
景区第一期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等等均成为各大媒体网络热搜
的热门点。

作为绥宁县同等级公路样
板工程的X170长乌公路提前通
车；新扩改沪昆高速邵阳东收费
站、长浏高速三一收费站同一天

通车运营；有着“红军路”美誉的
四川S213会皎路项目全线竣工通
车，这些项目都受到了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和点赞。

2013年邵阳路桥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国门，承
建了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
E4合同段10.4公里， 合同金额
176.19亿第纳尔 (约合人民币11
亿元）， 该项目北起地中海，连
接首都阿尔及尔及沿海经济发
达省份，贯通希法大峡谷，穿越
撒哈拉沙漠， 向南延伸至中部
非洲腹地， 希法标段全长53公
里。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项
目作为邵阳路桥走出国门的第
一个国外项目，三年来，项目部
秉承邵阳路桥“追求完美、崇尚
质量、 精心施工、 构筑精品”的
管理理念， 以优质的施工质量，

快速的施工进度，赢得了业主方
的高度评价 ,被赞为“可信耐的
合作伙伴， 能打硬战的铁血湘
军”！

邵阳路桥开发建设的邵阳
路桥·首府国际项目是邵阳市重
点工程项目，定位为建立一个超
越本土，高品位、高品质人文生
活社区，将其打造成为邵阳路桥
人的＂后花园＂，项目总占地136
亩，总投资7亿元。

邵阳路桥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合作发展、品牌拓业、奉献社
会”经营理念，致力于品牌建设。
倍加珍惜企业荣誉，努力扩大社
会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以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精雕细琢每一
件“建筑作品”。

站在新起点上，邵阳路桥将
继续努力拼搏， 坚持稳中求进；

坚持求变、求新；始终追求卓越，
不断改革、改变；不断书写精彩，
向着更高、更强的追梦之路跨越
发展。

推动发展，激情升腾。将项
目建设“落实落小落细”———“实
到每一个具体项目上，小到每一
个形象进度上，细到每一个工作
环节上。”科学的决策、层层抓落
实的实干精神，让一个个重大项
目落户，一项项重点工程陆续开
工，这一切犹如点睛之笔，浓墨
重彩描绘出邵阳路桥在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中，奋力谱写路桥
篇章的发展画卷。

回望来路， 更知所向何方；
启新征程，发展动力不竭。装上
改革和创新引擎的“路桥号”发
展航船，必将乘风破浪，行稳致
远！ ■ 陈志强 尹建国 尹露露

行稳致远新势力
———邵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创新发展新成就

冬去春来，只争朝夕；不
忘初心，逐梦前行。

这是一个个由项目铸就
的恢宏场景： 资江河畔边桂
花大桥上工人们正挥汗共筑
路桥梦， 上堡古国旅游开发
项目正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新增中标签约重大项目28个
已纷纷落地， 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

这是一幅幅由项目写就
的宏伟蓝图：邵西大道、洞口
三桥、邵阳东收费站、长浏高
速三一收费站、 长益高速扩
容项目、 四川S213会皎路项
目、 阿尔及利亚项目等在国
内外闪亮登场， 相继破土动
工或建成通车……

这是一组组用数字谱写
的跳动音符：2016年，邵阳路
桥新增项目中标总额首次突
破20亿元， 为年目标任务的
591.7%； 全年在建项目47个，
累计完成建安产值12.02亿
元 ， 为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355.6%； 公司完成投资总额
1.7578亿元，对外投资总额累
计3.91亿元，为国创税首次突
破5000万。

这是一项项由荣誉铸就
的形象品牌： 桂花大桥项目
部被全国总工会授于“全国
工人先锋号”；公司荣获全省
公路系统2016年度“文明建
设先进单位”；公司党委被评
为2016年度“全市交通系统
先进基层党组织； 建筑施工
企业诚信等级评定再获最高
AAA级……

新项目孕育新希望，大
项目预示大发展。回望这一
年，一个个项目，一串串数
据，一项项荣誉，记录下邵
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稳步发展砥砺前行的
铿锵脚步。

年轮看起来只是一圈圈浅
浅的纹路， 但对邵阳路桥来说，
却清晰刻下了一条稳中求进逐
梦前行的脉络。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按下
了邵阳路桥发展的“快进键”。 在
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市场比
拼日益激烈，邵阳路桥却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路桥速
度”。近日，记者深入邵阳路桥公
司采访，试图探访“路桥现象”背
后的故事。

近年来， 邵阳路桥以改革求
发展、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信
誉、以管理求效益，带领全体员工
开拓创新、奋力工作，成绩斐然。

过去一年新增中标项目28
个，新增项目中标额突破20亿元，
在建项目47个， 完成施工产值12
亿余元，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E4
标完成产值4亿余元， 公司缴纳
税费总额首次突破5000万元大

关，上述各项经济指标均比往年
大幅上升。

过去一年公司新增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 重新申
报综合一类等6个类别的甲级养
护资质获得通过，各子公司也成
功增项城市园林绿化叁级、古建

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路养护
乙级等资质，跨入了更高更宽的
市场准入门槛。

桂花大桥项目部被全国总
工会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洞
口三桥项目获评“湖南省建筑施
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公司荣获全省公路系统2016年度
“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公司
党委被评为2016年度“全市交通
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公司基层
武装部被授予“民兵预备役工作
先进单位”。

同时， 该公司信用进一步
提升，连续四年在湖南省公路
建设市场信用评价获AA级，在
全市2016年度建筑施工企业诚
信等级评定中再获最高信用
等级AAA级， 各银行信用均被
评为AA+级。

过去一年振奋人心， 多元
发展卓有成效 。 一是各所属
子 、分公司逐步壮大。二是绥
宁上堡古国旅游合作开发取
得实质性突破。

创优 ，创新，创效 ，公司上
下奋力谱写了激昂的发展“建
设曲”， 齐心协力唱出了激情
的路桥“好声音”。

【速度与激情】
谱写发展“建设曲” 唱出路桥“好声音”

邵阳路桥在国内外市场竞
争激烈的今天，口碑和实力赢来
越来越多的掌声，原因何在？

公司董事长赵应华一语道
破天机 :�我们秉承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干字当头， 加强管
理，强化创新。面对日益激烈的
竞争，必须把创新摆在公司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
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
族禀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

新者胜。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该

公司不断深入改革，以建设科学
健康高效企业为目标， 励精图
治、创新思路，全面加强管理和
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
水平，引领邵阳路桥新发展。

创新施工技术，提高建设效
率。 在桂花桥项目实施过程中，
项目部联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申请了湖南省交通科技进步与
创新计划项目，其中“变曲率竖
曲线钢箱梁顶推施工技术”处于
世界先进水平。

创新营销方式，提升中标项
目质量。去年公司共参加了88个

项目的投标，完成高速及一级公
路、 市政工程资格预审文件、投
标文件 173份； 同比分别增加
10%、17.68%。特别是长益（扩容）
项目，既有独立桥梁、也有隧道
工程，既有路基也有高等级路面
工程，邵阳路桥是湖南省内唯一
一家中标企业，该项目中标金额
达4.75亿元。

创新宣传格局，强化品牌形
象。公司借力旅游开发，推广“上
堡古国”品牌。央视七套《乡土》
和湖南经视《有什么好玩的》栏
目先后到上堡古国拍摄专题片，
大大提高了景区知名度。

去年7月， 由湖南省商务厅

主办的“2016年湖南对外总承包
工程发展论坛”上，邵阳路桥应
邀做主题分享，更进一步树立了
邵阳路桥良好的品牌形象，为继
续开拓海外市场与大型总承企
业建立了市场信誉。

“创新， 是一个企业持续发
展的不竭动力。邵阳路桥始终把
创新因子融入企业各项工作之
中，用创新驱动转型，用转型推
动发展，着力促进企业在科学技
术、商业模式、盈利能力等方面
取得创新突破，并不断实现自我
超越。”董事长赵应华对“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有着深刻的
思考。

【光荣与梦想】
赢得赞誉“全面红” 开启希望“新征程”

邵阳路桥综合办公楼———路桥大厦

邵阳路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应华在项目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