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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通讯员 王晓高 龙江涛 深圳商报记者 丁时照

随后!

!"#

团走进历史 !深
圳市市政工程公司迎着改革的
大潮破浪诞生"

脱下了心爱的军装!摘去了
帽徽领章! 一夜之间! 昔日的
!"$

团从部队的供给制转向找
米下锅!新生的市政工程公司从
计划经济一脚踏进了市场经济
的大门"千余名转业军人拖家带
口!两千多张嘴嗷嗷待哺" 一把
铁镐一把铁锹就是他们手中的
#铁饭碗$!无论什么工程都靠镐
和锹来完成% 由于劳动强度大!

每个人平均一年要用坏
%"

多把
镐和锹"

老团长新经理"市政工程公
司第一任总经理田守臣!带领过
去的战友现在的员工不等不靠!

东一铁镐西一铲子!到处去&挖$

去&铲$!在市内接连承接到了
&

项道路工程!为市政工程公司的
发展铺下了成长的基石%

第一代市政人挥舞手中的
铁镐和铁锹!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 在特区建筑施工行业中!挖
出了许多破天荒的故事%

接到
&

项道路工程后!市政
人又是欢喜又是愁% 喜在有工
程!愁在施工能力不足%

%'(&

年
初!田守臣和他的班子做出了一
项经典决策'向中行信托投资公

司租赁设备% 中行信托购买
%)

台日产
%&

吨自卸车和三台土方
机械!公司先租后买% 租赁解决
了运输和资金的燃眉之急!购买
下设备之后又以此为基础开办
了公司车队%

%'(*

年初!市政工程公司开
深圳市属公司投标之先河!一举
夺得了广深高速公路深圳段一
合约工程!引得全行业侧目%

%'((

年
%)

月!公司成立了
香蜜工程开发公司!这是现今天
健房地产公司的前身!是基建工
程兵改编后第一家拥有房地产
开发权的市属施工企业%

&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 $是
公司早期领导班子的经营思
路% 在开展施工( 房地产的同
时! 市政工程公司相继进入了
工业和商贸业等新领域% 办起
了东方服装厂!安置了

()

多名
职工家属% 以自主或合作的方
式!办起了家私厂(修理厂 (物
资公司和生活服务公司! 后来
还办起了水泥预制厂(化工厂(

电子厂(印刷厂(玩具厂等% 随
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工厂大部
分已经不存在% 但是!它们挤出
的乳汁! 让市政工程总公司强
健了体魄! 它们和铁镐铁锹一
样!是深圳市政人的精神财富%

#)%)3 '4 %&5 678

9: ; < 9= >?@

A: BCD

!"#

市场竞争!唯有专业取胜!商业模式是关键%

在建筑市场不断开放的今天!建筑市场的低
价中标!建筑企业之间(国有和民营之间血淋淋
的搏杀% 一些民营(私营建筑企业在多年的依附
中开始长大!成为对手!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遇
到了全新的挑战%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在发
展方式上实现真转真变!商业模式的变革是必然
选择%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自
#))'

年
%#

月正式
宣布改制终止后!天健集团公司总经理(市政总
公司董事长辛杰说!市政工程总公司站在一个关
键的历史节点上! 作为天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上市公司的核心企业!市政工程总公司的改革发
展(运作管控和公众形象必须符合上市公司的治
理规范!为股东负责!关注股东回报%

根据天健集团公司的整体战略安排!深圳市
政工程总公司紧抓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机遇
和城市更新改造的现实需求!确立了自己的发展
愿景'以城市建设先锋为己任!矢志打造城市建
设综合服务商%

针对新的局面!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全面梳
理公司发展战略%

在总体战略上!以精优专业化为基础!以技
术创新和管理服务高端化为方向!以新兴边缘产
业为重点!以

+,

投资为手段!以城市建设先锋为
己任!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力打造综合性(管
理型城市建设总承包公司%

在区域发展战略上!做强做优深圳)做优与
房地产发展联动的地区!如长沙(南宁地区项目)

全面发展珠三角) 选择性布局国内发达地区一
级(次级中心城市!欠发达地区的一级中心城市%

即以珠江三角洲为大本营) 侧重拓展长江三角
洲(环渤海三角洲(西三角洲*成渝陕+)选择性拓
展中部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适度参与国家扶
持以及政策导向的地区如新疆(西部大开发等地
的项目%

在产业发展战略上! 以精优的专业化为基
础!快速向高端管理*代建管理(项目管理咨询(

设计施工总承包等+(高新技术*盾构施工(边缘
高新产业等+(高资本投入*

+,

(

+-,

(优质垫资工
程等+等#三高$领域拓展!全力打造专业化(高端
化(管理型的城市建设总承包公司%

在产品发展战略上!通过精细管理!打造精
品工程!建立精华城市)在市场营销战略上!以我
为主!合作共赢%

在全力打造核心竞争能力方面!加强硬实力!

重点拓展高等级沥青路面施工(盾构为主的地下
工程施工(水厂建设(大型桥梁(大型房屋建筑总
承包等)发展软实力!完善品牌形象!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提高合同履约能力)提升战略核心竞争
能力!以提供城镇水循环系统和市政道路设施循
环经济 #一揽子解决方案$(

+,

模式下的片区开
发能力(提供项目管理等高端服务的能力为奋斗
目标%

为此!市政工程总公司确立了自己新的商业
发展模式'

积极争取以
+,

模式进行内地二三线城市产
业园区成片开发或主干道和景观大道的建设!在
通过投资带动施工生产并顺利介入一级土地开
发的同时!获取较好的综合效益实现资本驱动发
展的战略)

大力发展节能( 循环经济等边缘新兴产业)

如城市道路再生(固体废弃物再利用(局部水循
环等!通过新兴产业驱动发展)

大力拓展高端服务*

./0

(代建(咨询(工程总
承包+!实现管理服务驱动发展的战略)

稳步提升专业领域的高技术含量!如地铁盾
构施工等!实现技术驱动发展的策略%

面对#建设美好城市$的新使命!市政总公司
传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天健精神!确
立了#敦行厚德!励新自强$的核心价值观念!以
此来赢得未来发展的先机%

深圳市政人清楚地知道!光荣属于过去!挑战
发自未来% 只有不断地超越自我!才能勇立潮头%

创新内部人才选聘机制! 激活人才活力!营
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快速通道!所有部门(二级公
司( 区域公司负责人等全部实现公开竞聘上岗!

全公司
1""

多人通过这个通道走上前台!担当重
任% 同时!实施#捧月人才计划$和#精优人才计
划$!加强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层次和梯队建
设!营造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快出人才的机制%

#捧月人才计划$ 是计划在
!2&

年内在公司内部
培育出

1"

名左右在社会上( 专业领域享有较高
权威( 影响力和较好社会声誉的高级专门人才%

#精优人才计划$ 是计划在
!

年内在公司内部按
照专业(岗位分布选拔

&"

名左右的忠诚度高(专
业素质过硬(积极正面(年富力强的拔尖人才!在
培训(岗位使用(晋升(考核等方面加大培养和关
注力度!尽快形成一批各专业(岗位的中坚骨干
力量%

围绕打造高效益的建筑施工企业的
目标!根据组织扁平化的管理原理!按照
集中统一管理与精细管理*实施项目法+

相结合的原则! 着力培育三方面的核心
能力' 一是总部经营管控能力! 主要包
括'资源集中管理(缩短管理层次 (强化
项目管理)二是项目经营管理能力!主要
包括'成本控制到位(项目管理规范的 )

三是人才激励和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专
业分工到位(激励约束到位(专业人才到
位%

$""'

年! 市政总公司果断地对下属
企业进行专业化重组!成立了路桥(沥青
路面(房建(隧道工程和安装等

&

大专业
化公司!放弃大而全!追求专而精!在市场
竞争中凸显出自己的专业优势%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以项目为依托!

再造和优化业务流程!全面推行项目预算
管理和信息化管理!落实项目负责人的责
权利% 全公司即将彻底实行劳动(人事和
分配的三项制度改革! 建立员工能进能
出(岗位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的机制%

通过基础管理整合提升活动!形成公司治
理手册(员工手册(关键业务流程手册(项
目管理手册(企业文化建设手册等基础管
理文件! 企业的运作已经步入规范化(现
代化的良性状态%

岁月奔流至今!当年那群生龙活虎的青年人现已人过中年!早生华发!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作古" 然而!代际的更替中!不

老的是精神!是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创业的基因早已牢牢地植入深圳市政人的灵魂深处!成为市政人前行路上不竭的动力!成为

特区拓荒牛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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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1&

日!两万基
建工程兵部队执行国务院(中央
军委 *

1'($

+

$!

号文件令 !调集
深圳集体转业为深圳市市属施
工企业! 其中基建兵

!1

支队
!"$

团改编为深圳市市政工程
公司!驻地就在猫颈田%

!"$

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
前身是成立于

1'3!

年的广州空
军工程兵独立第五团! 专注机场
和飞机洞库建设% 第五团成立的
时候!我国还没有工程兵兵种!直
到

1'*3

年该团才成建制划转到
基建工程兵序列%

这支善于打硬仗(敢啃硬骨头
的英雄部队!

$"

年间在 #两湖两
广$的崇山峻岭中披荆斩棘!参与
修建了荆门宏图水上飞机场(邵东
轰炸机场(韶关乳源机场(南宁吴
圩机场和广西全州战备油库等一
批军用机场和国防油库!为我国国

防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也为机场
和洞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后来!

!"$

团奉命调驻深圳
参加特区建设%

143

万元的固定资产(

$"5(

万元的流动资金,,,

!)#

团
%3()

名官兵及其数百名家属初来深圳
的全部家当%凭藉着这些老本!他
们承接了造价

())

万元的深圳南
头直升机场的建设任务%

按照当时的条件!直升机场
的工期需要

%)

个月% 军人就是
军人!干起活来就拼命% 白天顶
着烈日!晚上就着电灯!

#4

小时
连轴转! 日夜不歇工不停机!用
了不到

&

个月的时间!让直升机
场在国庆节交付使用%

南头直升机场的建设 !使
!)#

团赢得了&铁军$的美誉!也
给全体官兵军旅生涯划上了一
个完美的句号%

如果以集体转业作为分水
岭!

%'(!

年前! 深圳市政人献身
国防)

%'(!

年后! 深圳市政人投
身特区%

军装虽然脱下!但是军魂依
旧在%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的员
工们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冲锋姿
态!向阻碍企业发展的一切陈规
陋习发起总攻%

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

他们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改掉旧体制带来的弊端'在
管理机制上!

%''%

年公司实行
内部达标升级方案! 经济指标
达到什么目标! 单位就享受什
么待遇! 这一经验立即引起了
上级重视! 并在建设系统推而
广之)在机构改革上!重点减少
非生产性人员! 机关人员压缩
了

!)6

)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公
开招聘了修理(服装(钢窗三个
厂的厂长)在资金使用上!设立
内部结算中心! 将公司系统内
原有的

(3

个账号压缩到两三
个!发挥了资金集中优势)在工
资管理上!于

%'(*

年初建立了
&工资储备基金$制度!以丰补
歉% 一系列的改革!点燃了员工
团结向上的精神! 培育了向困

难挑战的虎虎生气%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早期领
导班子开创性的举动! 谱写了一
曲艰苦创业的凯歌% 深圳直升机
场(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北环大
道等市区主要交通干道工程!笔
架山水厂( 盐田港排污工程和福
田河改造等市政建设项目是深圳
市政人在特区树立的一座座丰
碑%

!)

年风云激荡! 沧海桑田)

!)

年激情燃烧!岁月如歌%

脱下军装之后的近
!)

年!可
以划分为三个十年' 十年艰苦创
业(十年发展辉煌(十年蓄势卓越%

%'(!

年至
%''!

年的头十
年!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艰难起
步!聚积物力和经验!成就了&深
圳市政$品牌)

%''!

年至
#))!

年的第二个
十年!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经过
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和训练!迅
速壮大! 发展了 &深圳市政$品
牌)

#))!

年至今的近十年!深圳
市政工程总公司发愤图强!追求
卓越!丰富了&深圳市政$品牌!

以城建先锋为己任!迈向城市建
设综合服务商%

景田是原
!)#

团的基地( 市政工程公司
的总部所在% 其时!这里水田片片!鸥鹭齐飞%

当深圳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候!资金困扰着特
区政府% 市政工程公司的一个开创性举动!让
所有的人茅塞顿开%

%'')

年!市政府把景田片区确定为生产
及生活服务(文化娱乐设施齐全的多功能高
标准的现代化新区%针对政府建设资金紧缺
的情况!市政工程公司转换思维!大胆设想!

提出垫资
%74&

亿元开发景田综合区
$7*!

平
方公里七通一平的设想!得到了市政府的肯
定% 经过

&

年开发建设!圆满完成七通一平
工程%而公司则以优惠的地价获得市政府补

偿划拨的大片土地%

市政工程公司开发景田探索出的这种
&企业管理(垫资开发(以地补偿$模式!不仅
在深圳是首创!在全国也是率先% 这种新方
法就是现在全国通行的&

+,

模式$前身%

此后! 市政工程公司又以同样的方式承
接龙岗中心城(深圳市高新技术园区(滨海大
道垫资开发项目! 又一次获得政府划拨的龙
岗区不少的建筑用地% 这些土地成为天健房
地产和物业管理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 还使
公司规模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质和量上的大
突破% &

+,

模式$是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腾飞
的密码和传统优势所在%

%''!

年是深圳市政工程公司的蜕变之
年!这一年!经市政府批准!天健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诞生%新的股份制公司以市政公司为
核心!由

3

家全资企业发起!将其国有净资
产折股!同时吸收

!

家社会法人和公司职工
参股!公司总股本

'(!*

万股%

%''3

年!深圳市政工程公司升格为&总
公司$!企业发展成为专业齐全(综合配套的
大型市政施工企业%

%''*

年
4

月
%*

日!天健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经市国资办批准!正式升格为天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随后进入了市政府重点扶持
的大型企业集团行列%

%'''

年
*

月
$%

日! 天健股票上市的钟
声敲响%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在天健的旗帜
下走进了股票市场!创新的道路更加宽广%

一个作家!他的成就是他的代表作)

一个企业!它的代表作是它的产品)

一座城市!它的代表作是名牌企业%

作为全国首批三家市政工程总承包
特级资质企业之一!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
司是深圳的拓荒牛企业! 在建设特区中
成就了自己!在走向全国时宣传了深圳%

深南大道(滨海大道(深圳地铁工程(广
深高速(机荷高速(南坪快速和交通枢纽大
厦(深圳书城(大运主场馆(深圳粮食储备
库( 侨香村安居房等一批深圳的标志性工
程都有市政人挥洒的心血和汗水% 在承建
的

&))

多项工程中!有
%))

多项获得市级以
上优质工程! 其中交通枢纽大厦主体工程
和首都国际机场扩建工程

!

号航站楼装修
工程先后荣获中国建筑领域最高奖鲁班

奖)上海世纪大道(中山市南头大道(深圳
市福荣西路(新洲路(滨海大道工程(深港西
部通道深圳侧接线工程( 韶关大道工程等
获国家市政工程金杯奖% 他们还承建了深
圳四大污水处理工程和建设了深圳早期
()6

的水厂!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郑
州(兰州以及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等地!承
建了一大批当地的重点工程% 在建设香港
新机场地铁*东涌段+工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按国际惯例施工的经验%&深圳市政$品牌已
深深根植深圳!花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在建筑施工行业! 越往低端越热闹!越
到高端越清静%何以如此-低端市场门槛低!

竞争惨烈!高端市场资金技术密集!没有非常
的实力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 深圳市政工程
总公司利用长期造城的经验! 实现商业模式

和市场模式的变革! 在代建制项目上的突出
表现!使得该公司站上了一个新的高点%

代建制是指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选
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项目的投
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建成后
交付使用单位的制度%深圳市政工程总公
司在进行坂雪岗大道和布龙路等公益性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时!代行政府的投
资主体职责!对工程建设全过程提供专业
化服务% 通过对外输出管理输出服务!开
辟大型城建项目咨询和管理的新路子%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成立以来!品牌
价值越来越大%共荣获市级以上各类荣誉
$))

多项!先后被评为&中国建筑施工企
业综合实力百强第一名$(&中国

&))

家最
佳经济效益建筑企业一级第一名$(&深圳
市

&)

家综合实力最强建筑施工企业第一
名$% 近日! 公司光荣入围深圳改革开放
!)

年杰出贡献企业提名%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对科技一直情
有独钟% 早在

%''4

年就成立了深圳市首
家建筑企业科研机构,,,市政工程研究
所% 其后!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于

%'''

年
设立了全国建筑企业中最早的博士后工
作站! 周镜院士等受聘为博士后合作导
师!先后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华南理
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

!

名%

$))(

年!公
司整合内外资源!成立了技术中心!聘请
葛修润等国内著名专家成立了顾问委员
会% 最近!市政总技术中心组建升级方案
获省市专家组评审通过! 在服务内容和
研究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提升和长足
进步%

近
!)

年来! 该公司从铁镐和铁锹起
步! 进而在科技创新上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奖

4

项!实用新
型专利

(

项!国家级工法
4

项(省部级工
法

3

项!参编国家行业标准
4

部!地方标
准

$

部% 公司员工在.土木工程学报/(.岩
土工程学报/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技
术论文

%))

多篇%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在地铁( 沥青
路面和给排水工程三个领域拥有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

%''(

年
%$

月
$(

日!公司

开始承建深圳地铁首个土建合同市民中
心站!当天!深圳地铁建设奠基仪式暨水
晶岛试验站开工典礼仪式在市民中心新
址启动%

$))(

年
%

月!公司中标了深圳
地铁

$

号线
$$$$

标#一站三区间 $造价
为

$7'

亿元的盾构施工任务% 目前该项
目成功克服了填石层(半软半硬地层(孤
石(流沙和跨越压力管建筑物等困难!成
功实现#盾构空推管片工法$!可以说深
圳地铁一期( 二期能够遇到的困难和难
点在该项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既是
对初入地铁盾构行列的深圳市政人的极
大考验和挑战! 同时也是一次全面的历
练和经验积累的机会% 可喜的是在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

!)

周年之际!深圳市政人
拥有的( 也是深圳本土企业唯一拥有的
被命名为#深圳

!

号(深圳
"

号$的两台
盾构机胜利出洞! 标志着深圳市政工程
总公司承建的深圳地铁

$

号线
$$$$

标
隧道区间全部胜利贯通%至此!深圳市政
工程总公司已成为深圳唯一一家成功掌
握了盾构施工技术的本土企业! 也是广
东省为数不多掌握了此项技术的本土企
业之一%

滨海大道是深圳一条风景优美的高

等级快速路! 该路全部采用深圳市政工
程总公司自行研发的新型

89:

改性沥
青铺筑路面% 该路至今使用

%)

多年!经
受了高温(暴雨的考验!没有出现任何车
辙(泛油(破裂现象!没有一个补丁%该工
程被评为中国市政工程金杯奖( 全国用
户满意工程!被誉为#广东第一路$%这项
技术经过完善和改进之后! 推广到全省
和全国% 截至

#))'

年底!应用该项成果
铺筑的沥青路面面积已达

%)))

多万平
方米!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6

!在华南
地区占一半%

深圳市政工程总公司的给排水技术
处于省内行业领先地位! 他们开发了省
级工法

4

项!国家级工法
%

项!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 !使
企业收益!也惠及全市%公司先后引进博
士近

%)

人!博士后
!

人!硕士
&)

多人 %

全公司现有技术研发人员
!))

多名% 一
批行业领军人物从这里产生% 公司总工
高俊合是引进的首位博士后! 他是国内
知名的市政工程(地下工程专家!荣获省
部级科技奖

!

项!国家级工法
4

项%张海
波博士后是目前国内知名的盾构技术专
家!正在主持深圳地铁

####

标段的全面
技术工作! 葛折圣博士后是全国知名的
沥青路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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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龙路道路工程!

#

深南大道竹子林段!

1''!

年竣工"

$

滨海大道!

1'''

年竣工"

%

深圳市第一个地铁车站#市民中心站!

$""4

年竣工"

&

南坪快速路一期福龙立交桥!

$""*

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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