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深圳大学西丽校区、深圳技
术大学等高校项目，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世界一流
水平的大学校区。

以全产业链优势投资、建设、运维
杭州西湖大学建设工程，运用 BIM、物
联网、 人工智能等全数字化建造技术
做好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不负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使命。

参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装饰工
程，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三维深化设
计、 数字化加工与测量安装技术，仅
用 3 个月便呈现出“如意祥云”的极
致效果。

在甘肃武威参与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钍基熔盐实验堆
工程建设，打造洁净高效的复合能源系统，为我国钍资源高
效利用与核能综合利用积极贡献力量。

上海建工：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成长壮大
文/ 戚颖璞

今年 5月份，上海建工集团海南区域总部“晋级”法人单位，成为海南本土企
业。何止海南，上海建工的步伐已经走遍全国，完成从结缘当地到扎根当地的梦想。

诞生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开放开发浦东中壮大，又在全国化步伐中，投身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建设、海南自贸港
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一路走来，国家战略成为上海建工迈向全国的灯塔，又
在其中发展壮大。从一家地方国企，成长为中国建设行业龙头企业；从地方性工程
承包商，逐步转型为全球一流的建筑服务商。旗下“建筑施工、设计咨询、房产开发、

城建投资、建材工业”五大事业群协同联动，为客户提供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整体
解决方案；“城市更新、水利水务、环境工程、数字化工业化建造、建筑服务业”等五

大新兴业务蓬勃发展，积极服务生态环境改善、助力建设“美丽中国”。2019年，上海
建工营业收入 2054.97亿元，同比增长 20.49%；净利润 39.3亿元，同比增长 41.38%，

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继续位列全球最大 250家工程承包商第 9位。

“找准企业自身定位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点， 我们服务社会的能力在不断提
升，我们未来的成长空间会更大。”上海建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征认为，在贯彻上海
市委提出的“全国布局、服务全国、海外发展”要求，实施“全国化发展、全产业链协同
联动、打造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的“三全”战略中，上海建工正成为当地城市建设
的生力军，打造区域可持续发展平台，形成产业链合力，不断实现机会升级、挑战升
级、能力升级，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

对
接

大
战
略

投资建设南昌市前湖大道快速路项目，全长约 10公里，已于
2019年 7月全线通车，很好地拓展了南昌的城市发展空间

走向扎根全国，服务国家战略，根植
在上海建工的执行力、诚信、工匠“三大
文化基因”中。1953年，前身上海建工局
在建设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成立。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上海进入城市建
设高潮，上海建工在机遇中奋进，使得东
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金茂大厦、 南浦大
桥、杨浦大桥等一批地标性工程落地。

筹备上海世博会时期，上海城市建
设进入新一轮高峰期， 市场趋于饱和。

深思熟虑之后，上海建工加快“走出去”

步伐，从 2007年开始正式走向全国。围
绕全国布局、服务全国目标，上海建工
依托一系列重大工程，从地方性建筑承
包商逐步转型成为全国大型建筑全生
命周期服务商。截至目前，上海建工的
项目遍布 31个省 （市）、150多座城市，

承接 200 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达到近
百座。

走得深，走得实，如何走得稳？品质
与人才是核心。

强大的建造能力是发展基石。以品
质拓市场 ,以服务赢口碑。上海建工成
功建造了以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上
海迪士尼乐园、昆山中环线、港珠澳大
桥澳门口岸旅检大楼、 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等为代表享誉国内外的一系列
“超级工程”，多次刷新中国乃至世界工
程建设史上的纪录。 在超高层领域，中
国目前超过 600米的两栋建筑，中国第
一高楼 632米上海中心大厦、中国第一
高塔 600米广州新电视塔，都出自上海
建工之手。

保障转型发展、推进全国化战略，人才是第一资源，

技术是第一动力。在队伍结构调整方面，上海建工从劳
务密集型向技术和管理密集型转变， 储备了大量人才。

目前共有 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7位国家级设计大师，拥
有 240多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以及 200多名博士，具备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的员工超过 3100位。

建立“中央研究院”模式的两级科技创新体系，成立
工程装备、建筑构件、钢结构等 3个产业化基地。拥有 1

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5个上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在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2019 年评价中，

上海建工以 94.5分的成绩位列全国 1538家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第 17名、 土木建筑业第 2名、 上海市第 3 名。

2019年研发费用达 62.2亿元。

硕果累累，得益于扎实的战略推进。上海建工在全
国化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市场开拓模式。特别是
在产业联动方面，展现了“集团军”的规模效应。建筑施
工、设计咨询、建材工业、房产开发、城建投资等五大业
务板块均在区域市场得以铺开。房地产开发业务和城市
投资建设业务有力拉动了国内市场的产业联动，进一步
凸显出上海建工“全产业链、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企
业综合实力。在建工程项目超过 2100个，总建筑面积超过
1.2亿平方米。

深耕全国市场的同时，上海建工走出海外。在海外 42

个国家或地区承建项目，其中涉及“一带一路”国家 36个，

包括柬埔寨、尼泊尔、东帝汶和乌兹别克斯坦等。

十数年，上海建工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区域与产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2019年，上海、国内、海外三个市场拓展稳中有进。其中，上海
市场新签合同额达到 1970亿元；国内市场新签合同额 1508亿元，

占比达到 42%；海外市场新签合同额 130亿元，同比增长 20%。

“1+5+X” 市场布局，打造区域发展平台。由上海建工旗下公
司率先冲击区域市场，在区域市场上形成产业链合力。

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 是上海建工最大、 最重要的市
场，经营规模占比超七成。有如今的巨大规模体量，不是一日之功。

十数年间，上海建工踩准了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的每个步伐。

在临港新片区揭牌后， 上海建工成立了对接临港新片区指挥
部，2020年 1到 4月新中标金额达到 37亿元，承建了新片区众多重
大工程，总包类项目多达 59个，包括上海天文馆、两港大道、冰雪世
界、临港科技创新城、临港重装备产业区等。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与嘉兴市政府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与嘉城集团合资设立上嘉建设有限公司，新签合
同额近 20亿元。

长三角 27个城市实现全覆盖，在建工程 1400多个。在沪外
市场打造品牌影响力，需要拿出“看家绝活儿”———超高层建造技
术。相继打造了彼时“江苏第一高”南京紫峰大厦，在建“杭州第一
高”杭州之门，“浙江第一高”宁波中心。市场扩大，核心技术不断升
级。提升服务质量，上海建工在从传统施工向其它环节延伸。投资
43.6亿元、 建筑面积 44.6万平方米的杭州西湖大学建设工程，由
集团负责投融资、建设、运维和相关配合服务，成为“建筑全生命周
期服务”的代表工程。苏浙皖三省的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新签合同
额达到 550亿元，同比增长 29%。

五大区域经济增速快，地处区域交通中心,发展前景广阔。在这
些地区，上海建工打下坚实基础,具备一定的技术、管理和服务能力。

推进“五大区域”形成新增长极，上海建工主动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五大区域市场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其中，华南、中原、西南三大区域市场亮点频
出，规模产值分别达到 300亿元、200亿元、200亿元。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指引下， 华南市场加快开拓。“守摊子”

不如“闯路子”，上海建工深耕、精营、细作，市场拓展从一个项目、

进入一座城市，到扩张整个区域。又围绕新型总承包模式，把经营
触角延伸至城市更新、环境工程、数字化工业化建造等领域。建造
了 35.46 亿元中山大学深圳校区、18 亿元珠海海绵城市项目、

12.46亿元深圳技术大学项目。

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市场，从量变跨越到质变。十年坚守市
场，上海建工在区域市场形成蓬勃发展之势。承接高达 320米的
武汉恒隆广场一期工程成为标志性转折， 充分展现了集团的管理
和技术优势。高端项目产生辐射效应，加快了市场拓展。随后又承
建武汉恒隆广场三期、武汉航发金融创新基地、华发中城时代项目
等，合同额近 90亿元。南昌重点工程前湖大道快速路, 建成后是
南昌市最长的贯穿市中心三个区的快速路。 中标赣州蓉江新区公
园设计采购施工运营管养一体化工程，并辐射武汉和郑州市场。

西南区域产业协同联动发展势头良好。去年，中标天府国际
机场酒店、成都太保家园等项目。承建的中科院钍基熔盐堆项目
是我国西部地区洁净高效的复合能源系统。此外还有眉山市政基
础设施投资项目、云南昆明恒隆广场、重庆金融街、海康威视成都
科技园项目（二标段）项目、南充双创中心（西南石油大学国家大
学科技园）、乐山大佛景区南游客中心等。

响应“京津冀一体化”和雄安新区建设，上海建工在京津冀区
域成立了独立法人单位，高效开展经营业务。上海建工发挥“集团
军”优势，集中资源承接项目，发挥从设计咨询到建筑安装的全产
业链协同联动模式。承建天津陆家嘴广场、国家海洋局海水淡化、

雄安新区容城环境整治提升 EPC项目、雄安新区容易线和启动区
“两横四纵”等工程。去年中标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雄安新区工程设
计中标合同额突破 2亿元。

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区域公司成为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队
伍，从“单打独斗”转型为统一经营管理，实现资源配置的集中调
配、一体化生产经营。

承担雄安新区容易线、启动区“两
横四纵”等一批标志性工程设计，积极
参与新区总体规划、综合交通、景观提
升、环境治理、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市
政基础设施咨询与设计，推动雄安新区
从蓝图规划转入大规模建设阶段。

服务国家战略，上海建工从“走出去”

到“走进去”，扎根当地。为了更好地服务
城市发展，时刻关注需求变化，培育新优
势。城市更新、环境工程、水利水务、工业
化数字化建造以及建筑服务业等五大新
兴业务，助力企业产业链价值链提升。

在城市更新业务确定领先地位。文保
历保建筑四行仓库、和平饭店、上海音乐
厅、 大世界修缮等成为城市有机更新典
范，老旧住房春阳里、承兴里石库门以“留
改”模式改建，商业建筑百联世茂、第一八
佰伴等实现焕新升级。 南京科举博物馆、

南昌万寿宫、百年济南成丰面粉厂保护性
加固修缮等项目，推动集团“城市更新专
家品牌”走向全国。集团自主研发的智能
化、小型化拆除机器人，在国内首例高层
建筑整体结构置换工程———锦沧文华改
建项目投入使用。集团城市更新基金规模
超过 37亿元。

水利水务业务规模持续提升。设计了

上海首座全新“全流程”水厂，在常规处理
基础上增加了臭氧活性炭和超滤膜处理，

为临港提供高品质、 口感好的饮用水。白
龙港、石洞口、泰和等一批污水污泥处理
项目基本建成。100%股权收购浙江水电建
筑公司，建成“苏四期”堤防改造工程。上
海苏州河深隧试验段云岭西项目 119 幅
超深地墙施工全部完成，浙江千岛湖配水
工程输水隧洞通过验收。

环境工程实现全领域覆盖。 去年，中
标上海体量最大、 治理难度最高的桃浦
603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修复项目； 上海国
际旅游度假区完成大面积整体土壤改良，

创下多个全国之最；辰山植物园土壤改良
确保生物多样性。老港生物能源再利用中
心餐饮垃圾处理线提前实现全量运营；上
海固废处置中心和一批郊区垃圾资源化
利用项目得到有序推进。 在崇明东滩，建
设者创新手段，有效抑制入侵物种“互花
米草”生长，复壮土著植物种群；在长三角

路演中心项目中，使超劣Ⅴ类水体大幅净
化；世博后滩公园水体生态净化塑造微生
态系统。

数字化工业化建造有新突破。在建装
配式建筑面积超过 1000万平方米。 北横
通道、S7公路、 龙东大道等预制装配式桥
梁高架工程整体装配率高达 95%。“苏四
期”实现上海首次预制化、艺术化防汛墙
的大规模应用。国内首座、最长全尺寸 3D

打印人行景观桥先后落户上海桃浦和福
建泉州。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双曲面异形吊
顶，采用装饰业界面积最大的全过程数字
化建造技术，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三维深
化设计、数字化加工与测量安装技术仅用
3个月便呈现出“如意祥云”的极致效果。

国家会展中心提升改造实现了设备管线
的模块化、机械化、智能化安装。西湖大学
和中华鲟二期工程开展了全生命周期
BIM实践。

建筑服务业不断丰富发展内涵。“营

造商”平台撮合交易突破千亿元，西湖大学、

上海国际财富中心等项目试点启用智慧无
人仓。探索“互联网+产业服务”新模式。上海
建工自主研发智能巡检机器人技术，提升巡
检工作效率和建筑设备运行可靠性，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上海中心大厦运用。自主
研发的 “基于 BIM的医院建筑智慧运维技
术”，实现智慧运维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过
程，应用到东方医院改扩建项目中。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上
海建工将增强建筑服务商影响力与竞争
力，提升对接服务国家战略的水平。上海建
工将以打造 “广受赞誉的建筑全生命周期
服务商”为己任，围绕“高质量”“可持续”

“一体化”发展理念，对标国际一流企业，聚
焦核心能力建设，着力抓改革、优布局、促
开放、强合作，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聚
焦主责主业， 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
发展中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
发展。

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期）建造中采用 BIM 和预制拼装技术，从打桩到厂房结构完工
仅用了 6 个月，充分展现了“上海速度”。

培育 大优势

搭建 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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