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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袁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袁积极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袁共同打造政治互信尧经济融合尧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体尧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袁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袁共商项目投
资尧共建基础设施尧共享合作成果袁内容包括道路联通尧贸易畅通尧货币流通尧政策沟通尧
人心相通等野五通冶袁肩负着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尧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尧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三大使命遥

野走出去冶袁让世界见识建工筑造
成都建工集团野一带一路冶成果
成都建工集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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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带一路冶

践行国家战略部署袁积极野走出去冶
为积极践行国家野一带一路冶战略部署袁充分彰显国
有企业的历史担当尧使命担当尧责任担当袁成都建工集团
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委的要求袁积极推进野走出去冶
发展战略袁大力整合内部资源尧广泛跟踪海外项目尧系统
研究方法路径袁通过与央企尧优秀民企尧市属国企野抱团出
海冶袁推动海外项目迅速落地袁先后在北也门尧埃及尧巴基
斯坦尧安哥拉尧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劳务合作尧工程
承包遥

坐落世界各地的建工之作
2015 年 5 月袁成都建工与成都陇海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袁成功中标蒙古国野Victoria Town冶渊维多利亚
城冤一期一标段 2尧3尧4尧5 号楼及地下室项目袁总建筑面积
43304 平方米袁项目造价约 11000 万元遥 该项目已于 2015
年 10 月竣工遥
与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开发的
野肯尼亚紫薇花园冶袁 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MAZIWA
地区袁建筑面积约为 98000 平方米袁建筑总投资额 1465
万美元袁该项目已于 2014 年完工遥 成都建工集团共投入
资金 7000 余万元人民币袁已全部收回袁并产生了 3000 余
万元人民币投资收益遥
2017 年 11 月袁成都建工集团中标野安哥拉卡古路卡
巴萨水电站右岸永久道路渊ATC/ADF 段冤与宽扎河桥梁
工程冶袁工程造价 7220 万元人民币遥 项目主要规模为 院右
岸永久道路 ATC 段袁 长度约 2.2 千米袁 路面宽度 9 米曰
ADF 道路袁长度约 0.82 千米袁路面宽度约 5 米袁主要为路
基土石方开挖尧回填尧弃渣运输曰边坡防护尧排水系统施
工曰宽扎河桥梁桥墩台基础开挖尧混凝土施工尧钢筋工程尧
钢箱梁制作安装等工程施工遥项目现处于建设施工阶段袁
工程预计将于 2019 年 7 月竣工遥
2018 年 9 月袁成都建工集团又成功中标野加蓬 1000
套社会住房项目冶袁项目位于距离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
尔市区约 30 公里的 OKOLASSI 镇袁规划建设 1000 套带
花园的独栋建筑袁总承包价为 270 亿中非法郎袁约合 3.2
亿元人民币袁合同工期 24 个月遥 项目高峰期将直接为当
地提供近 800 个就业岗位袁 带动相关产业就业 2000 人袁
还将通过专业培训袁 提高当地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技术
水平遥 建成后的社会性住房将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
条件袁对促进当地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此外袁 成都建工集团还与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有限公司合作袁 参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二期工程建
设袁为工程建设输出技术类尧管理类工作人员袁配合中水
七局的项目管理工作遥
目前袁成都建工集团正在紧密跟踪尧对接的海外项目
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渊李赛凤 成都建工集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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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袁2016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叶关于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曳袁叶意见曳指出院到 2017 年袁全省形成一批可推广尧可复制的示范片区和项目袁以点带
面尧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曰到 2020 年袁全省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能达到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
和利用的目标;到 2030 年袁全省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以上目标遥 为积极贯彻落实省政府意见
要求袁坚持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袁成都建工集团在所承建的成都市中环路改造项目中积极推广
应用海绵城市技术遥

成都建工院
筑典范工程袁海绵城市技术助力城市建设
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并重

成都建工集团依托多年野走出去冶发展经
验袁在已取得成功的境外施工项目基础上袁继
续组织力量在亚尧非尧欧洲等区域开展工作袁
持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袁融入国家野一带
一路冶战略袁明确了东南亚尧非洲尧中东等重点
区域市场遥
荫1983 年袁成都建工完成了野北也门木赛
卡区萨瓦萨旺区居民住宅水电安装工程冶袁施
工内容包括项目内所有管道尧 电气工程安装袁
工程造价约6 万美元遥

肯尼亚--紫薇花园

荫1985 年袁成都建工承建野埃及亚历山大
城 6000 套经济住宅项目冶袁 该项目总承包方为
埃及默谢尔公司袁分包商为中川国际袁成都建
工参与建设施工袁该项目于 1992 年竣工遥
荫1986年袁成都建工承建了野埃及国防部竣
工休假村工程冶 遥
荫1987 年袁成都建工完成了野巴基斯坦水
电站新建机修车间机电安装工程冶遥 同年还承
建了野埃及开罗 3000 套陆军军官公寓工程冶袁项
目位于开罗郊区袁成都建工作为四川省国际公
司的施工方进场施工袁该项目于 1992 年竣工遥
荫1988年袁成都建工承建野索马里莫加迪沙
海港工程冶袁 项目总造价约 5000 万美元遥 后因
1990 年索马里境内爆发战争袁项目部不得不紧
急撤离索马里袁项目建设被迫中断遥

安哥拉--比耶省奎托党校

荫2010 年袁由成都建工建设完工的野安哥
拉比耶省奎托党校工程冶 总承包工程袁 位于比
耶省渊BIE)奎托(KUITO)市区中心遥 造价 368.5
万美元袁建筑面积 3258.77 平方米袁设计施工包
括装饰尧道路等遥 该工程交付业主使用后袁得到
了比耶省政府的高度评价遥

完工后的成都中环路地铁 7 号线道路恢复提升工程

海绵城市技术
助推成都市政建设
海绵城市能够将雨洪进行资源化和低影响化
的管理袁可以构建合理的生态化城市遥 其具体的应
用领域包含有院流域管理尧截污治污尧清水入库尧水
生态治理尧滞留沟尧沉积池尧植被缓冲带尧水系空间
格局构建尧生态驳岸尧水系自净化系统尧湿地尧湖泊尧
河流尧水岸尧生态廊道尧城市绿地尧城市空间尧雨水花
园尧下沉式绿地尧透水铺砖尧透水公路和屋顶雨水收
集系统遥
成都建工集团在成都市中环路改造项目应用
推广的海绵城市技术成果主要应用在城市市政工
程海绵城市建设方面遥

荫2018 年袁成都建工集团投资设立的马来
西亚公司顺利取得了马来西亚工商注册局颁
发的注册证书袁标志着成都建工马来西亚有限
公司正式成立袁迈出了成都建工开辟东南亚市
场至关重要的一步遥

肯尼亚--紫薇花园

蒙古国--Victoria Town

野会呼吸冶的中环路

海绵城市技术
创造性和先进性
海绵城市建设在中环项目上的成功应用袁取得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遥 2016 年 5 月 20 日袁成都市海
绵城市现场会在我市首个市政建设领域海绵城市
示范项目要要
要中环路改造工程 野锦华路要锦江冶海
绵城市示范段召开遥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尧天府新区
管委会尧各区渊市冤县政府分管领导尧建设部门主要
负责人尧市级相关部门分管负责人尧市属相关国企
分管负责人参加袁对该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经四川省住建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委员会
评审鉴定袁成都建工集团完成的叶建筑工业化与海
绵城市技术在成都市中环项目中应用研究与示范曳
的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袁荣获成都市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遥
其优势如下院
渊1冤环保性院用于人行道铺装的构件袁采用高性
能混凝土袁原材料取材方便尧环保袁可重复利用曰
渊2冤个性化定制院用于人行道铺装的构件袁纹
理尧造型尧色彩均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开发袁实现
多样化遥
渊3冤节约成本尧缩短工期院用于人行道铺装的构
件袁适合大批量工业化生产袁提高了生产效率曰相比
石材类产品成本更低曰构件结构构造本身考虑施工
的便利性袁 若在施工现场配合采用机械化施工袁能
大大提高施工效率袁缩短工期遥
渊4冤先进性院创造性采用缝隙式透水铺装袁铺装
构件在抗折强度尧吸声性尧耐久性等方面比石材类
产品具有较大优势曰利用铺装构件自身重量袁使铺
装牢固可靠的同时袁实现雨水的渗透袁此方式具有
一定的先进性遥

建设海绵城市不仅能够显
著改善城市环境尧水质袁还能调
节气候袁 带来极高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遥
经济效益院 对于海绵城市
的经济效益袁 目前社会上还存
在一些误区袁 认为建设成本过
高袁投入产出比不高遥海绵城市
建设在保护性开发的思路下袁
排水管网等工程量减少袁 场地
清理费用降低袁 调蓄措施往往
与城市既有绿地尧园林尧水体相
结合袁净增成本比较低遥 因此袁
相比传统 的 灰 色基 础 设施 建
设袁 海绵城市一般会节约 20%
-40%的造价袁具有一定的成本
优势遥
海绵城市建设能够过滤和
净化水质袁 在去除同样质量污
染物条件下袁其建设安装尧运营
维护成本较低袁效益更高曰海绵
城市建设可以减少大规模管道
末端系统的应用袁 因而可以减
少管网建造费用曰 低影响开发
雨水系统可以就近在源头蓄积
和处理雨水袁 而不需要将雨水
运送到较远距离处理袁 可以节
省清理费用和管道费用遥
总而言之袁 海绵城市建设

不仅能够节约建造成本袁 还能
创造一定的直接收益和间接收
益遥直接收益主要包括院雨水收
集利用和增补地下水的收益曰
减少治污费用带来的收益曰节
省城市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带来
的收益曰 节省城市河湖改造等
水利工程带来的收益遥 间接收
益主要包括院 提升区域内房地
产价值曰带动财税尧就业和相关
产业发展遥
社会效益院海绵城市建设可
以通过对雨水的渗透尧储存尧调
节尧转输与截污净化等功能袁有
效控制径流总量尧 径流峰值和
径流污染袁可以极大程度减轻市
政雨排水管的压力袁减少甚至杜
绝城市内涝情况的出现同时改
善城市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曰海绵
城市建设对雨水的吸收尧蓄集尧
渗透和过滤净化可以减少雨水
中的污染物袁使水质得以净化袁
同时蓄积和渗透到地下的雨水
可以有效的补充城市地下水袁缓
解城市缺水危机袁使原本直接排
走的雨水得以重复利用曰海绵城
市建设还能够减少雨天城市积
水坑尧积水洼现象袁可以整洁尧美
化城市市容遥

成都市中环路
改造项目树典范
成都市中环路改造项目是
成都市第一条按海绵城市理念
进行设计的城市道路袁 由成都
建工集团施工建设遥 工程在改
造时采用渗透地面尧下凹绿地尧
地下砾石蓄水等低影响开发雨
水系统的新技术来达到海绵城
市的要求遥 同时成都建工集团
对成都市中环路改造工程中采
取的各种有关建设海绵城市的
新技术进行特点分析和效果对
比袁完成新技术总结和改进袁形
成施工工艺和施工工法遥
鉴于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取
得的成功袁 成都市在今后的城
市绿地规划尧 市政公用设施规

划尧 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
中袁将引入海绵城市理念袁将雨
水利用 正 式纳 入 城市 规 划 体
系袁 市政道路建设原则上都要
进行海绵城市专项设计遥
通过中环路改造工程的实
施袁成都建工集团为建设野海绵
城市冶形成了技术尧人才储备袁
通过渗尧 排一体化预制混凝土
构件的研发尧安装尧使用袁为今
后大规模推行创造了条件遥 随
着海绵城市理念在成都城市建
设中不断应用和推广袁野绿色建
工冶 必将成为成都建工集团一
张亮丽的新名片遥
渊张碗秋 成都建工集团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