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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创新制度引领下，在科技创新
环境澎湃的活力下，中建七局在科技创
新、质量创优、信息化应用、品牌建设等方
面取得丰硕成果和瞩目的业绩。目前，已
出版了720万字的《建设工程施工技术标
准》，发行了《建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手
册》，编制了近15万字的《中建七局项目
管理标准》。主编国家及行业标准20部；
获得专利授权2700余项，获得软件著作
权 30余项；获得国家级工法 29项，省部
级工法270余项；通过国家级科技示范工
程验收12项，省部级科技示范工程70余

项；荣获詹天佑工程科技奖 3项；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百余项，其中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华夏建设科技奖 6
项；获得中建总公司科技进步奖19项，省
政府科技进步奖 10项。2010年科技部
授予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2013年顺利通
过复审，2016年中建七局再次荣获“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殊荣。中建七局将持续不
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为我国
建筑行业的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中建七局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加快
“走出去”步伐，搭建“大海外”事业平台，
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在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分工。推动海
外优先的战略部署，努力成为核心经营地
区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先者，成
为中建股份公司海外投资建设运营一体
化服务的代表者。同时中建七局将始终
以“拓展幸福空间”为使命，坚守“品质保
障、价值创造”的核心价值观，秉承“诚信、
创新、超越、共赢”的企业精神，“撸起袖子
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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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建七局65年的历史画

卷，自 1952 年中建七局的前身

——东北工程管理局第二建筑公

司五处在沈阳正式成立，到 2017

年整整 65个春秋。65年来中建

七局历经四个阶段的发展提升，其

施工足迹遍布祖国20多个省、市、

自治区，承建了国家重点工业与民

用建筑工程、公共和基础设施项目

数万项，另外海外业务已拓展到等

非洲、西亚和东南亚等地区。

65年的发展历程，自有记录

以来，合同额增长了1254倍，营业

额增长了5538倍。公司先后荣获

80 余项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

奖，创省部级以上优质工程300余

项，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建筑业先进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

业、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优胜单

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质

量安全管理先进单位、中国建筑业

竞争力百强企业、创建鲁班奖工程

突出贡献奖等众多国家及行业荣

誉。中建七局已经实现了从“谋发

展”到“大发展”、从“追赶者”到“领

跑者”、从“系统领先”到“行业领

先”的华丽转身。

65年来，中建七局始终坚持

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突破一个个发展“瓶

颈”，始终保持企业发展的活力。

创新，成为中建七局最深沉的精神

禀赋。

“中建七局未来的方向，就是

要按照‘三商一体、平台发展；创新

驱动、快速制胜’的发展理念和‘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总体思路，

努力成长为核心经营地区最具竞

争力的投资建设综合产业集团。”

中建七局董事长陈颖坚定地说。

顶层设计，谋全局，基层实践，探规律。中建七局每年
举办科技成果评审会，对基层好的科技成果及经验进行甄
选，同时通过科技委员会对重点产业先导技术进行论证筛
选，进而明确科技研发方向与重点，指导局属单位开展科技
技术攻关。为进一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向基于人力资本
等高端要素的创新型经济转变。依托“三站两地一中心”研
发平台结合主业发展需求，构建了专业配置科学、结构合
理、技术能力突出的专家团队，逐渐形成了人才高地，有力
地支撑了企业发展，涌现了一批科技含量高的成果。

用制度规范科技创新。出台《中建七局项目科技工作
实施指南》等制度，规范了科技技术信息化工作日常管理，
有效促进科技与生产经营的紧密结合；《工程细部做法标准
图集》《建设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手册》介绍了关键工序的做
法和创优标准，为中建七局项目施工和创优提供了详细的
操作依据、技术规范和验收标准。同时实施“创先争优”激
励机制，将科技创新与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挂钩，激发基
层创新活力；每年设立10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对经费使
用原则、使用范围、申报实施流程和监督检查进行了细化，
设立专题对重大科研项目进行攻关，有经费保驾护航，创新
工作健康持续发展，中建七局科技创新驱动能力快速突显。

优化创新环境平台建设。强化以技术中心为核心的研
发平台建设，为更好地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促进企业产、学、研、用相
结合，先后获批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郑州市绿色与智能建筑院士工作站、河南省绿色与
智能建筑院士工作站、BIM工作站、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河南省绿色建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三站两地一
中心”的研发平台格局。目前，院士工作站已引进3名工程
院院士，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站在读博士3名，有效提升了
科技研发水平。

强化创新产学研协同发展。为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企
业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中建七局树立大开发思维，坚
持自主创新和引进并重，着重提高在国内外配置创新资源
的能力和水平。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目前与
重庆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签订了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在人
才培养、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清华大学、同济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在重点研究领域开展了深入
的科研合作。完善创新链条，包括实验室（中建七局中心实
验室、项目实验室）、南阳建筑工程学校、焦作技术研发及构
件加工基地、河南中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和局属二级
施工单位，形成了科技产品的研发、设计、试验、中试和生产
的完整创新链条。

重视人才为基的智力支撑。中建七局突出用好用活人
才，以总工程师为首，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执行体系，明确
了各级总工程师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核心职能，保障总工
程师行使科技质量的资源配置权。建立以总工程师为主线
的企业技术管理链条，充分发挥局属单位、项目总工程师的
中流砥柱作用。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创
新机关、项目“2+2”培养模式，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
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一批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技术人员
脱颖而出，他们积极投身中建七局跨越发展浪潮之中，以只
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以高效执
行力书写了科技工作新篇章。

在“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引导下，中建七局的科技创新
团队未雨绸缪，一步一个脚印，重点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研
究，实现“建造”到“制造+建造”的产业升级目标；提出“全
产业链科技服务”计划，把科技服务延伸到投资前端和运营
末端，对关键技术进行专题研究，为新兴业务领域提供技术
储备与支撑。为落实科技引领未来指导思想，从长计议，开
展了重点先导技术研究，开展了绿色建筑关键建造技术、装
配式建筑自动化施工技术、近零能耗建筑关键建造技术、智
能建筑与智慧建造技术、基础设施领域建造技术等前瞻性
技术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引导下，中建
七局深入推进“标准化生产、信息化管控、
智能化运营”的技术研发，着力打造“绿色
七局、智能七局和建筑工业化七局”的科
技品牌，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服
务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构建信息化协作平台。中建七局深
入开展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构建了“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协同工作平台。信
息化带来了效益初显：以标准化成果为基
础，转化各类流程、表单共计111项，有效
实现业务替代80余项；创新搭建了审批
中心及流程监控板块,流程平均耗时由
10.25个工作日降低至 2.99个；9套系统
实现了移动办公应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上线项目125个，助推项目管理标准化；
财务资金管理系统，实现了账务管理、资
金集中、固定资产、现金流预算、BI 数据
分析的信息化过程管控,有效提高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了金融风险；集采交易平
台全覆盖，实现了“阳光采购”。通过移动
互联网、云服务、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了企
业基础信息平台与数据库，助推企业管理
向规范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已逐渐升级
为辅助企业经营生产、内部管控、战略决
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推进绿色化技术施工的应用。中建
七局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在施工中的应用，
并开展绿色建造关键技术研究与探索，在
建筑全寿命周期内推广节能、节水、节材、
节地、人力资源的节约与保护，保护环境

的“五节一环保”理念。在标准建设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包括《建筑工程绿色
施工评价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等，促进了建筑行业技术进步。2013年，
河南省科技厅批准中建七局设立“绿色建
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致力于绿色建筑
和节能环保方面的研究，几年来，自主设
计、开发了构件化PVC围墙，主要材质为
硬质PVC材料，全部可回收，而且结构简
单，易于组装拆卸，可实现围墙搭建的快
速化与构件化；施工项目采用降水、雨水
收集利用技术，施工期可节水10%，降低
成本7%，已应用于郑州中部大观、洛阳正
大国际广场等多个项目。

打造智能化品牌。建筑智能化作为未
来建筑业发展的方向，是通过信息技术与
现代建筑的有机结合，以提升建筑智能控
制水平，进而为构建智慧城市奠定基础。
围绕“智能七局”的信息化品牌，中建七局
积极开展智能技术研发与推广工作，利用
三维仿真技术助力临建标准化建设，通过
该技术对临建进行规划，解决传统临时设
施搭建过程中成本高、返工多、材料浪费
等问题，在智能施工方面，已开展装配式
建筑自动化施工研究，该项技术将实现了
建筑物从建筑构件工厂自动化生产到现
场自动化施工整个建造过程的机械化、自
动化，真正地改变了传统的施工建造方式，
对整个建筑行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强推工业产业化发展。2014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

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大力发展
绿色建材，强力推进建筑工业化”，建筑产
业现代化处在重大发展机遇期，是建筑业
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中建
七局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该项工作，自
主研发了“装配式劲性柱混合梁框架结构
体系”和“装配式环筋扣合锚接砼剪力墙
结构体系”，装配率达 75%以上，与传统
施工方法相比，节省施工措施费 50%以
上，节约建设工期30%以上。目前，行业
标准《装配式劲性柱混合梁框架结构技术
规程》已发布实施，行业标准《装配式环筋
扣合锚接砼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已报住
建部进行最终审批，丰富了装配式结构标
准体系，推动了行业发展;中建七局首个
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工程（河南省首个）
已开工建设，截至2017年 5月，中建七局
先后完成巩义、新密、福州三个基地建设，
形成年210万m2装配式结构建筑构件制
造和施工总承包能力，奠定了中建七局在
建筑工业化方面的领先地位。

中建七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焦安亮
介绍：“中建七局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紧
跟国家政策导向，秉承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宗旨，积极参与绿色建
筑和施工技术的应用与研究，制订了绿色
七局、智能七局和新型建筑工业化七局的
奋斗目标，已与全国多所重点院校建立战
略合作，储备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科技
创新给七局带来了质的飞越，更为七局的
未来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作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骨干
成员企业集团，建筑业领先的大型央企，
中建七局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生产建设
中的引领作用，坚持技术创新支撑企业发
展战略，研发能力强，自主研发的新产品
先后荣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优
质工程奖等重量级奖项。研发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在国内外项目上普遍得到
应用，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几年中建七局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绿
色施工和BIM技术应用，大大提高了工
程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建筑业技术
进步。

以技术进步促行业发展。2016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发展
装配式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有利
于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劳
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有利于促进
建筑业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新
产业新动能、推动化解过剩产能。

中建七局自2011年开展预制装配式
结构体系研究以来，通过大量的调研和科
学试验，自主研发了装配式刚接劲性组合
框撑结构体系和装配式环筋扣合锚接砼剪
力墙结构体系；在郑州巩义、新密和福州闽
清建立装配式预制构件厂；设计、施工了河
南省首个预制装配式示范工程——中建观
湖国际14#楼；2015年10月中建七局被住
建部授予“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2016 年中建七局牵头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建筑构件
高精度生产及高精度安装控制技术研究
与示范》；2017 年获批立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
项1项——《施工现场构件高效吊装安装

关键技术与装备》，牵头课题1项。中建
七局已基本完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装配式
技术设计施工技术研究，当前研究重心正
在向自动化吊装安装技术研究过渡。

2017年 6月，河南省首届装配式建
筑观摩会在中建七局投资建设的滨河国
际新城顺利召开，来自河南省各地市、各
直管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装配式建筑
工作负责人，全省科研院所、房地产开发、
设计、生产、施工等重点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600余人参加观摩。河南省住建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巩魁生提出，中建七局作
为河南省建筑行业第一、省百强企业第四
位施工总承包龙头企业，装配式工作成效
明显，是河南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住宅产
业化基地”的企业，在全省树立了标杆。

中建七局正在开展预制装配式建筑
与 BIM 技术、绿色建材、建筑全装修、
EPC总承包模式等多领域融合的研究，
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的装配式建筑贡献自
己的力量。

以技术进步促企业转型。为提高科
技服务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
式转变，驱动中建七局实现跨越式可持续
发展，除了在预制装配式建筑领域外，我
们还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了多年的技术
攻关，形成了城市景观桥梁施工关键技
术、城市综合管廊快速建造技术、地铁施
工成套技术等多项专业技术，有力支持了
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开拓。

截至“十二五”末，中建七局的房建收
入与基础设施收入比例为7∶3。2016年，
基础设施业务合同额444亿元，营业收入
160亿元，净利润7.75亿元。

加强新技术应用，助力节能减排。建
立健全新技术推广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提高转化效率。按照“效率、成
本、质量、安全、环境”五个维度，加强新技
术评价，细化新技术的适用范围；针对新
技术推广中的实际困难和障碍，在科技进
步效益范围内，平衡企业整体效益和项目
局部效益，探索切实可行的正负激励机
制，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

重点研究与推广三维智能追日光热
式PC构件养护系统、地下空间开发、高性
能混凝土技术、铝合金模板技术、机械式
抹灰技术、扬尘治理、施工期水资源综合
利用技术等。加强绿色施工管理，加大

“四节一环保”技术的推广，建立实施和评
价考核机制。

大力推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在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采取高端切
入策略，积极与河南省住建厅对接，已完
成河南省建筑废弃物现状调研，形成《调
研报告》《产业报告》《政策汇编》《管理办
法》等文件，与河南省住建厅签署了《关于
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出版
了专著《河南省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研
究》，同时与郑州盛天环保、中建机械、中
建西部建设等企业建立了合作意向，为产
业化落实奠定了基础。

3│技术支撑 成就引领行业发展的排头兵

4│收藏成果 砥砺奋进继续前行

2016年7月29日，受中建七局邀请，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土木建筑学部叶可明、江欢成、王梦恕、刘加平、
马克俭、王景全、聂建国、肖绪文、王复明、任辉启等10位院士莅临郑州参加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咨询项目“绿色
建造可持续发展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启动会暨中建七局科技工作指导交流会。会后，院士、专家考察了中建七
局中建观湖国际14#装配式住宅楼等绿色示范工程。

1│多措并举
激发团队技术创新的活力

2│四化联动 让科技创新助力转型发展

中建七局承建的兰州元通黄河大桥，位于甘肃省兰州
市，梁全长459m。主桥结构形式为下承式连续梁钢管拱
组合桥，北引桥结构形式为连续、简支梁桥。获 2016年
“鲁班奖”“中建杯”等荣誉。

中建七局承建的绍兴金沙·东方山水国际商务休闲中
心项目工程主体采用“鹅卵石”设计理念，其中C馆屋面钢
结构最大跨度达到228m，通过桁架体系、网壳体系及弦支
穹顶的组合得到亚洲跨度最大的椭球形网壳，该种结构形
式没有施工先例，项目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中建总公司科技奖等荣誉。

2016年再次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荣誉

中建七局的“三站两地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