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正创新 载 踔厉奋发向未来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70年发展纪实

七十年，一代代六建人矢志不

渝、拼搏奋进，实现了由小变大、由

弱变强、逐级飞跃，营业收入从几百

万元到超 200 亿元，走出了一条追

求卓越、不断蝶变的跨越式发展之

路。

上世纪 80 年代初，湖南六建紧

跟改革开放步伐，提出“跟着投资导

向走，围绕市场热点转”经营战略，

开始走出长沙，南下特区、进军海

南、挺进北京，先后承接深圳芙蓉大

厦、海南天宇大厦、北京密东广场等

重要工程，吹响了向省内其他市州

和全国进军的号角。如今，市场布

局辐射全国 30 多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湖南各市州，经营规模也不

断扩大——2011 年，突破 100 亿元；

2016 年，突破 200 亿元；2021 年，突

破 400 亿元大关。

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湖南

六建在京津冀、雄安新区、海南自贸

港、新疆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主动

优化完善市场经营布局，抢抓发展

机遇，承接了北京西城区老旧小区

改造、雄安新区容城菜市场改造工

程、海南成美国际医院、新疆 S232

布尔津至喀纳斯机场段公路等重要

工程。

聚焦高端拓展，在超高层领域，

湖南六建建成了广东番禺第一高楼

奥园国际中心（198.3 米），在当地引

起极大轰动。2019年，郴州 248米超

高层郴州锦马时代中心开工，再次

刷新城市天际线。在大型公建领

域，打造了一批如湖南美术馆、醴陵

陶瓷会展馆、怀化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等有影响力的重点项目。

在基建领域，“三干两轨”重点工程潭

州大道快速化改造（湘潭段）助力长

株潭实现“半小时经济圈”，永顺县溪

州大道、司城西路、溪洲隧道及地下

综合管廊项目书写“地下长龙”奇

迹。在新兴领域，紧跟发展趋势，建

设了上海建发物流园、凤台县顾桥

镇水面光伏电站、长沙地铁 2号线西

延二期工程映日路站土建项目。

拓展投融资业务，在地产开发、

产业自投、PPP、片区开发、合资经

营等方面持续发力。长沙科大佳园

是以“代征、代建、代售”方式实施的

典型代表，六建产业园是完善产业

链的重要一环，长沙经开区产业员

工生活配套园是公司 PPP 项目中的

示范典型，也是湖南省最大的公租

房项目，崇左片区开发开创了“崇左

模式”，逐步实现小投资带动大施

工。

开拓海外市场，湖南六建自上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迈出国门，在湖南

省人民政府的带领下援建过也门、

布基拉法索等项目。2016 年 6 月在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号召下，海外

市场重装起航，业务遍布西非、东南

非、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承接了援

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中马友谊大

桥连接道路扩建、援塞舌尔广电中

心等多个重点项目。2018 年 7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内加尔总

统共同出席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

“金钥匙”移交仪式，更是为海外拓

展写上了辉煌的一笔。

近两年，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

肺炎疫情，湖南六建迅速调整状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不断提升营销品质。

2022 年，紧扣“高质量发展”主

题，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

强劲动力，以七比七赛“百日攻坚”

劳动竞赛为抓手，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 和 改 革 发 展 工 作 ，态 势 蒸 蒸 日

上。1-10 月，承接任务量 323.82 亿

元，完成企业总产值 203.43 亿元，预

计实现营业收入 190 亿元，缴纳税

费 5.43 亿元。项目质效不断提升，

承接公招项目 67 个，工程量占总量

的 48.38%；承接 EPC 项目 28 个，工

程量占总量的 27%。重大项目攻坚

有力，拿下超 10 亿项目 9 个，包括瑞

金经开区准厂房 EPC 工程、科特迪

瓦农产品加工厂项目、贵州理工学

院新校区项目等。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胜。湖南六建的发展之路也是改革图强的探索

之路。

上个世纪末，湖南六建首推“三层（管理层、

劳务层、供应层）分离”和项目全额承包制，这是

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中的创举，使项目班子的责权

利得到了有机统一；进入新世纪，开省内建筑企

业资本运营之先河，相继成立了 17 个专业子公

司、13 家区域分公司，推动企业从低端的单一经

营型向高端的复合经营型转变，经营触角向房地

产、钢结构、机电安装、设计等产业和专业延伸；

2009 年，提出“两个回归”战略，实行效益中心回

归法人，项目主权回归法人，推动项目实现目标

管理，并积极介入 BT投资项目，使得大项目经营

能力、专业板块实力、投资开发能力都明显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着国内经济发展新

常态，湖南六建坚持“创新、转型、升级”发展战

略，推行目标制示范性项目管理改革，各项经济

技术指标任务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当前，湖南六建全面完成了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改革工作，总台账 56 项，完成率 100%。未

来已来，改革的脚步永不停息——

着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治理体系，把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推行

外部董事制度；

着力调整优化组织机构，根据建设集约高

效机关原则，出台《总部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和

《分子公司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确保三项制度

改革落实落地；

着力提升公司管理能力，开展对标世界一

流管理行动，编制管理标准化分册……

从肩挑人抬，到机械化、科技化施工，从简

陋工棚到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从“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到现在的绿色施工，改革创新的基

因流淌在每个六建人血液里。

大道行思，取则致远。湖南六建改革发展、

砥砺前行的每一步，都讲述着创新求变、绿色发

展的精彩故事。

“我们不仅要建造绿色环保的房子，更要建

造‘会呼吸’的房子。”10 月 25 日下午，党的二

十大代表、湖南六建施工技术员张珍刚刚回到

工作岗位（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就迫不

及待地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

近日，在项目技术部办公室，张珍和同事们

一起讨论起磁浮和地铁压覆区施工 BIM 技术运

用问题。她介绍，项目通过运用 BIM 技术，让施

工变得可视化，通过三维信息模型提前预演人、

材、机资源需求、施工区域时序的合理性，科学

组织现场分块施工，合理组织土方开挖及运输

路线，使施工效率提高约 30%。为顺应“双碳”

目标，持续深化绿色建造试点，湖南六建要求今

年所有新开项目都要进行碳排放计算和采用减

碳节能措施。

六建产业园一期项目，作为湖南建投集团

第一批绿色建造试点项目和第一批碳达峰碳中

和先进典型案例，在前期规划以及施工过程中

通过贯彻落实绿色施工、使用绿色建材、采取建

筑垃圾减量等碳减排措施，累计节约施工成本

约 380.56 万 元 ，累 计 减 少 碳 排 放 量 约 1221.23

吨，减碳降耗增效，促进实现绿色发展。

争当创新发展排头兵，勇当原创技术策源

地。早在“十一五”期间，湖南六建就获得“全国

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荣誉；

2017 年起，连续 5 年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近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级科学进步奖 1项，国家级

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3项，国家级绿色施工示范

工程 2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

工程 2项，获国际专利 1项，国家发明专利 7项，国

家级工法 5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引领。

70 年 来 ，湖 南 六 建 始 终 传 承

“红色基因”，坚定党的核心领导，

坚持“大学习、大文化、大团队”和

“实际、实用、实效”的党建理念，把

党建作为改革发展的先导工程，推

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近两年，被授予“全省党建

工作示范点”，荣获省文明单位、省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70 年 来 ，湖 南 六 建 始 终 紧 跟

党和国家战略部署，秉承“为国担

当、为民奉献、为湘添彩”初心使

命，建功“一五”、苦战三线、扬名特

区、布局全国、出征海外，出色完成

各个时期的历史重任，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宏大叙事中书写出

一页页平凡又非凡的篇章。

1952 年，新中国百业待兴，为

适应“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

要，湖南省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建

筑公司（湖南六建前身）应运而生，

这是湖南省第一家省属国营施工

企业。期间，先后承建了省政协办

公大楼、大托铺飞机场、省邮电大

楼等大型工程，肩负起了建设新中

国和新湖南的历史使命。

20世纪 60年代，为响应党中央

“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伟大号召，2088 名六建干部

职工先后进山区、入洞庭，建成了

桃源棉纺织厂、澧县粮库、益阳橡

胶机械厂等一批民用、工用工程，

以战天斗地的气概为促进中西部

地区工业化发展进程奉献力量。

2003 年“ 非 典 ”来 袭 ，湖 南 六

建临危受命，突击湖南省首家非典

治疗定点医院安沙医院建设任务，

500 余名干部职工不眠不休，不掉

队、不叫苦，仅用 168 小时完成突

击任务，创造了奇迹。

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司带队

湖南建设系统抗震救灾施工救援

队火速奔赴汶川，进行了两个多月

的场地平整、废墟清理、渣土运输、

危房拆除等抗震救灾工作，并出色

完成近 1300套安置房的建设任务。

2017 年，受省委省政府委托，

湖南六建承担了 9 个县 89 个安置

点 901 栋 共 105.45 万 平 方 米 易 地

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守住了 3 万余

易地扶贫群众的心，为精准扶贫的

湖南答卷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湖南

六建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积极参

与各地防疫应急项目建设，高效高

质完成了 5座方舱医院建设。2020

年 9 月 25 日，更是组织包机从塞舌

尔直飞长沙，平安接回滞留岛上的

华人华侨。“战场”远不只在此，全司

100 余个项目、1000 余名职工队伍

广泛与所在地政府、社区、医院联

动，筑起一道道坚固防线。

抗洪抢险、灾区援建、定点扶

贫、捐资助学……湖南六建以消费

帮扶、教育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

扶 、党 建 帮 扶 为 抓 手 ，累 计 投 入

2000 余万元；助力“六稳”“六保”，

每年带动上下游数千人就业；打造

“志愿者联盟”“星星之火”志愿品

牌，每年开展志愿公益服务近百

次，彰显国有企业的忠诚与担当。

阔步“十四五”新征程，湖南六

建党委书记、董事长董范君表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始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

导，全面实施“12538”总体发展战

略，以“做强房建市政、做优投融

资、做大专业工程、做精基础管理、

做活企业文化”作为核心发展思

路，大力推行“产业经营+资本运

作”双轮驱动，形成多元化发展格

局，推动企业向效益型、质量型、资

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将

公司打造成集设计、投融资、施工、

运营、维护等建筑价值链一体化的

国内一流且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的总承包商，力争“十四五”末进入

中国企业 500 强，为湖南建设投资

集团建设“世界一流建设投资企

业”总目标努力奋斗！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敢于拼

搏的湖南六建人向着更加美好的

明天，奋力前行……

刘奕楠 胡信松 赵志勇 李速丰

七十载春华秋实，镌刻非凡印记。

作为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旗下的排头兵，成立

70周年的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湖南六

建”）初心不改，励精图治，愈发生机勃勃，奋力朝

着一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迈进。

回望来时路，仅 20万元资产起家的湖南六建，

历经艰难求进、快速扩张、转型跨越，如今年经营规

模达400亿元，年产值逾300亿元，年缴税逾7亿元，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贡献力量。

建筑是凝固的音符，见

证着时代的变迁，

也 见 证 着

湖南六建的发展壮大。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塔、“中

国第一窑”湘乡水泥厂、长沙火车站、贺龙体育场、

三亚凤凰岛养生度假中心、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

场……70年来，湖南六建扎根潇湘热土，征战神州

大地，扬威五湖四海，创下中国建造的辉煌成绩。

七十年来，湖南六建完成企业总产值 2386 亿

元、建筑业产值 2177亿元，创造利润 35亿元，近十

年上交税收60.34亿元，交出了一份闪亮的成绩单。

七十年来，湖南六建连续 22年荣膺鲁班奖 39

项，获国家优质工程奖6项及其他国家级、省部级专

业奖数百项；获得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诚信典

型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国家级

综合荣誉 200余项，获湖南省建

筑强企、湖南省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湖南省示

范性劳模和工匠

人才创新工

作室等省

级综合荣誉 1500余项，施工技术员张珍当选党的

二十大代表，20 人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劳动模

范，为跨越发展积蓄了磅礴力量。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等来的辉煌，

只有拼来的精彩。70年取得的每一点成绩，

都是全体湖南六建人不畏艰辛、奋力拼搏

的结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

步的关键时期。六建人将紧握时代

“接力棒”，以决战的姿态劈波斩浪，

不辱使命，担当作为，在湖南建

设投资集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打硬仗、打恶仗、打苦仗、打

胜 仗 ”的 六 建 铁 军 精 神 引 领

下，以“闯创干”的劲头贯彻

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力

争在新征程上踏出一条非

凡之路。

乘风破浪——

搏击市场，勇立发展潮头

破茧成蝶——

改革图强，激活内生动力

日新月异——

创新驱动，汇聚蓬勃力量

高举旗帜——

忠诚奉献，挺起大国脊梁

▲ 团 结 奋 进 的

湖南六建领导班子。

▲湖南六建承建的长沙贺

龙体育场工程，获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

荣誉，为鲁班奖工程。
▲湖南六建承建的长沙火车站工

程，获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百项经典

暨精品工程”荣誉。

▲湖南六建承建的援塞

内加尔竞技摔跤场工程，系

“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湖南六建承建的三亚凤凰岛养生度假中心工程湖南六建承建的三亚凤凰岛养生度假中心工程，，为首个省外获鲁班奖的工程为首个省外获鲁班奖的工程。。

完成完成 99个县个县 8989个安置点共个安置点共 105105..4545万平方米易地扶贫搬迁万平方米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为精准扶贫的湖南答卷写上重重一笔为精准扶贫的湖南答卷写上重重一笔。。

062022年 11月 11日 星期五

版式编辑 彭 婷

七十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