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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聚焦

砥砺前行奏华章
奋楫扬帆谋新篇
县交投集团诞生一周年亮出成绩单
勇立潮头敢为先，乘势而为铸辉煌。
2018 年是我县继续推进“坚定秀水富民路、建设康
美千岛湖”的接续之年，也是交投集团的启程之年。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县委县政府的引领下，交投集团应
运而生。
肩负着“交通强县”的高标准、康美千岛湖高质量发
展的新要求，这一年，交投集团走过了艰难起步的蹒跚
岁月，从“小苗”一步步成长为“大树”。有数据为证：
2018 年交投集团共承担政府投资交通项目 18 个，其中
省重点项目 1 个、市重点项目 3 个、县重点项目 8 个，完
成年度投资额 10.27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8 亿元。
集团实现营收 1.7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1500 万元。
这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平整公路、一个个崭新停靠
站、一片片花海……有了它们，天堑变通途；有了它们，
骑行赏美景；有了它们，
老百姓笑开颜。

坚持党建引领 助力品牌建设
接轨“两高”时代 打造迎宾大道
2018 年,高铁开通对于淳安
人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在高铁
开通之日，交投集团及时为淳安
百姓送上一波福利，05 省道收费
站正式取消收费，此举每年可为
群众出行节省近千万元。
蓝天白云，繁花似锦，天光
云影在江心徘徊，网红打卡点游
人如织。在 05 省道快速路，随
手一拍便是一张明信片。为接
轨“两高时代”，打造迎宾大道。
05 省道快速路作为杭黄高铁配
套工程，集团全面推进路面大中
修、临湖绿道、景观亮灯及杆线
序化等综合整治。美丽绿道为
我县又添一张“金名片”。备受
市民关注的丰茂半岛连接线工
程也已完成 90%形象进度，今年
即将建成通车。
行在绿道,入眼皆是画。这

美景的背后凝聚着全体交投人
的付出和汗水。集团在绿化施
工和养护中全部采用有机肥。
05 省道快速路工程采用废弃沥
青循环利用、透水混凝土铺装等
环保新工艺，旧料回收利用率达
100%。同时对 05 省道快速路
等在建项目的上下边坡进行生
态修复，以及对栈桥墩柱及裸露
挡墙进行绿化遮挡。
作为杭黄高铁接驳中转站，
交投集团千岛湖汽车客运北站
更名为千岛湖汽车客运总站，并
升级为一级车站，为广大旅客提
供更加舒适、便捷、温馨的场站
服务。同时，集团在 05 省道快
速路沿线新建 6 个港湾式停靠
站；对城区 65 个公交候车棚完成
改造，进一步提升千岛湖镇的城
市品质。

聚焦民生福祉 优化乡村路网
“山重水复、路断人隔，望到
屋、走到哭”，这是上世纪 80 年
代淳安老百姓出行的真实写
照。想致富先修路，如今千岛湖
的路变多，路网优化加密,老百
姓出行更便捷。
“潭唐公路开通后，自己开
车去旁边乡镇的中药材交易市
场只要 20 多分钟，中药材就不
愁销路了。”王阜乡中药材种植
大户乐呵呵说道。交投集团关
注民生福祉，2018 年完成潭唐公
路屏门至郑中段改建工程、淳开
线与千威线连接线工程、鲍沈公
路改建工程二期等三个重要农
村公路项目建设，其中潭唐公路
屏门至郑中段改建工程比原计
划提前 7 个月完工。

枫常线作为连接淳安西南
部乡镇与衢州常山的交通要道，
是淳安对外交通的出口之一。
2018 年 11 月 28 日，枫常公路比
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实现开工建
设，跑出了“淳安速度”，建成后
将进一步带动下姜村及周边地
区的乡村振兴发展。330 国道临
岐至紫槽岭段改建工程完成形
象进度 90%，目前淳安段已全线
贯通，计划 2019 年上半年建成
通车。昌文公路大中修路面工
程已按期完工，将更好地服务我
县临岐、屏门、瑶山等北部乡镇
的中药材特色经济发展。此外，
G330 国道淳安千岛湖大桥至临
岐段改建工程 PPP 项目成功通
过财政部审核并入库。

枫常线开工

昌文公路大中修

万”
“ 消薄增收”等任务目标，集团积极
探索交通项目农村闲散劳动力劳务合
作模式，助力公路沿线乡村振兴。通过
支部共建和群众走访，共收集到结对村
村民意见、建议 26 条。并帮助解决村道
安全护栏等实际困难 12 个。同时主动
与贵州省剑河县 3 个贫困村结对，落实
扶贫资金 30 余万元。
打造安全品牌。自成立以来，
集团积
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截至目前，
共
组织开展消防、
维稳、
平安建设和无欠薪等
专项检查15次，
排查整治各类不稳定因素
及安全隐患 179 起；
开展各类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及应急演练 13 次，累计参加人数
500 余 人 次 ；汽 车 北 站 安 全 运 输 旅 客
106.3668 万人次，
查处违禁物品 697 件；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在
建工程、
消防、
劳动等未发生有责安全事故。

淳开线与千威线连接线工程

丰茂半岛连接线

05 省道收费站拆除前

加强集团管理 提升
“造血”能力

05 省道收费站拆除后

潭唐线

交投集团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经营，实现党建与
经营工作紧密结合。有人问：党建工作
与经营好坏有关系吗？
“ 党委班子成员
出了问题，这个企业能走得稳、走得好
吗？”交投集团的回复掷地有声。
打造业务品牌。集团推行“三创”
党建品牌创建机制，五个支部相继打造
出“放心金融、经营双效、三优机关、四
能团队、五好窗口”特色党建品牌。通
过党建引领，创优质、品质交通建设项
目，全力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和新建项目
的前期工作。此外，积极开展“专业技
能培训”和“综合业务能力培训”双培工
作及“项目竞赛、攻坚大比武”
“ 实干竞
赛、技能比武”等专项活动，加强对专业
化技能化人才培养。
打造帮扶品牌。围绕市、县“百千

05 省道花海

一年来，集团以高标准、高起点、高
质量扎实推进工作，提高自我“造血”能
力。目前，集团总资产已达 56.95 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 2.5 亿元，净资产 10.26 亿
元。所属各子公司抓住市场机遇，拓展
基建业务能力，经营收入同比增长，产业
投资收益明显。
集团所属交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交通工程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社会招
投标，承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路面、路
基 施 工、绿 化 提 升、养 护 工 程 等 项 目 ，
2018 年实现合同总价约 1.78 亿元。所
属交通开发有限公司围绕公司主业积极
拓展多元化经营，加快产业投资，新增业
务增长点，承接公路建设项目中弃方石
料加工销售、苗圃基地育苗养护销售等
业务，投资收益逐年攀升，全年实现公司
营业总收入 2309 万元。
此外，集团全力推动资产管理和租

赁业务规范，制定并出台集团《资产管理
办法》
《租赁资产管理制度》等规范性文
件。针对公司升级，茧丝绸资产划转等
实际，主动对接相关部门，积极做好资产
的权证登记、变更等工作，累计完成社保
大楼等资产的不动产权证登记 35 宗。
在资产运营方面不断加强各类资产的经
营和管理，增加资产出租效益。截至目
前，共签订租赁合同 43 份，实收租金
563.57 万元。并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开辟
盈利新渠道，目前已按地块成立两家项
目公司。
承载新使命，描绘新蓝图。在面对
融资平台面临的新环境和国企深化改革
的新形势下，交投集团以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肩负起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的责任和使命。全力打造为民交投、
品质交投、绩效交投，推动实现交投集团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