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23日 星期日11 特别报道

裕大华集团：

借道超车 智能转型
本报记者 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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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亚孟加拉国帕德玛河下游，连接

中国与东南亚泛亚铁路重要通道之一——全

长近 9.3 公里的在建公铁两用桥梁帕德玛大

桥主体钢梁成功合龙，预计今年建成。该桥

由中国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中铁

大桥院承担施工设计。通车后将结束孟加拉

国西南部地区与首都达卡靠轮渡过河的历

史。该桥也被当地人称为“梦想之桥”。

64 年前的 1957 年 10 月，在浩瀚的长江

上，也有一座巍峨秀丽的“梦想之桥”——武

汉长江大桥凌空飞架，铺设了一条沟通南北、

跨越天堑的通途。而它的建设者正是中铁大

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铁道部大桥工

程局。

60 多年前，建设万里长江第一桥，需举

全国之力；60 多年后，一座座大桥跨越江河

湖海、深山峡谷，不断刷新世界之最。从武汉

长江大桥到帕德玛大桥，经历建成学会、发奋

追赶、超越引领三个阶段的“中国桥”，正成为

一张张亮丽的国家“新名片”。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文武松介绍，武汉长江大桥当年摸索的

建桥技术早已被更先进、更经济的工艺所取

代，“但万里长江第一桥，为我国桥梁建设者

们播下了自主创新的自信种子”。

1982 年，参与过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工

程师李赢沧受邀参访日本本州四国联络桥。

施工现场上千米跨度的大桥、起重 3000吨的

起吊船，让他震撼不已。

虽然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先后

通车，但与国外同行存在的巨大差距让国内

桥梁建设者们更有动力发奋追赶。在党的领

导下，如今中国的桥梁建设团队已经将国际

上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2018 年 1 月 22 日，福建平潭海峡公铁两

用大桥建设工地上，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

司成功吊装世界上最重的钢桁梁，该钢桁梁

重3150吨，相当于3000多辆小汽车的重量。

最重的钢桁梁，需要最“壮”的起吊船。

此次起吊任务由“大力士”大桥海鸥号承担。

该起吊船是国内起重量最大、起升高度最高

的起吊船，起重重量 3600 吨，由中铁大桥局

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从武汉长江大桥的 20吨，到如今的 3000

多吨，中国建桥军团一次次刷新着纪录。

在工艺上——过去只能建造类似武汉长

江大桥的钢桁梁结构。现在世界排名前十的

斜拉桥、悬索桥、拱桥中，中国桥梁占席均超

过一半，建设工艺创新不断惊艳世界。

在材料上——武汉长江大桥所用桥梁钢

全部从国外进口，芜湖长江大桥上首次使用

国产 Q370（1 平方毫米能承受 37 公斤的拉

力）桥梁钢，在建沪通长江大桥使用的国产桥

梁钢强度达到Q500。

在装备上——实现国产化的大型桩工机

械、施工船舶、运架梁设备等先进建桥装备，

使大型桥梁建设从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时需举

全国之力，变为现在一家企业就能像“搭积

木”一样同时建造10多座大桥。

芜湖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贵州坝陵

河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座座打通天

堑的中国桥梁，使中国高速公路、铁路纵横成

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桥梁

建设到哪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发挥

到哪里。”文武松说，中铁大桥局成立 68 年

来，已在海内外设计建造了 3000 多座大桥，

总里程超过3600公里。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武汉。”全

国工程设计大师徐恭义说，近 8年来，世界超

过一半的大跨度桥梁出现在中国，“最长、最

高、最大、最快”等纪录几乎被武汉建桥人“垄

断”。目前，长江上已建和在建的大桥有近百

座，其中七成以上由武汉桥企设计、施工或监

理。武汉已形成从设计、施工到钢梁制造的

造桥“一条龙”产业链。

“企业快速发展得益于湖北、全国的经济

发展，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

中国参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在桥梁建造技术上完

成更多世界级‘高难动作’。”文武松说。

国有企业是在党的领导下

不断发展壮大的。国企发展

史，就是一部坚持党的领导、加

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武汉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党

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武汉市成

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形成

国资委、国有资产营运机构、

企业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营运

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汉国

资委坚持和加强党对国企的全

面领导，持续推进党建入章程、

党委前置研究重大经营事项，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实现了组

织化、制度化、具体化，带动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呈现出千帆竞

发、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

传统，是国企的“根”和“魂”，更

是我国国企的独特优势。武汉

国资国企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党的方向为方向，始终是党

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国企改革发展

任务艰巨。武汉国资国企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坚持两个“一以贯之”，以国企改革专项行动

和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实验为契机，加快国有经

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

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

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打造“五个

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作出更大贡献。 偌大的车间，偶见骑着电动小车巡回

的女工，10万纱锭高速旋转，输送、换卷、

接头、检测……各工序有条不紊地自动运

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裕大华全流程

智能生产线出现。

诞生于 1919 年的裕华纱厂，是当时

中国最早的大型机器纺纱厂之一。后来，

裕华纱厂分别办起石家庄大兴纱厂、西安

大华纱厂。“裕大华”公司的名字，即来源

于三厂的联合之意。

100 多年来，裕大华虽几经易名，但

其爱国情怀和执着的追梦精神始终未改。

2015 年 10 月，裕大华迎来新的发展

转折点：以裕大华集团为主体，整合武汉

市的纺织资源，包括江南集团、一棉集团、

冰川集团等 4家国有纺织服装企业，成立

武汉裕大华纺织服装集团，确立了发展高

端纺织制造、现代纺织服务、时尚纺织服

饰三大业务的战略规划，开启了转型发展

的新征程。

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裕大华集团始终

坚持以党建引领集团高质量发展，推动党

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销售收入从

2016 年的 7 亿元增至 2020 年的 42 亿元。

2019 年、2020 年连续被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授予“全国纺织行业先进党建工作示

范企业”称号。

如今，裕大华集团抢抓机遇，以智能

制造为特征的技术改造覆盖纺纱、织造、

染整和服装全产业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国内首个 10万

锭全流程智能纺纱生产线，实现了信息系

统与国产装备的高效集成，代表了传统纺

纱生产向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方向，达到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今年一季度，裕大华集团营业收入

超过 16 亿元，取得了历年来最好的开局

成绩。与此同时，公司通过了 IWAY 认

证，标志着其产品正式进入宜家国际供应

链。裕大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万由顺

说：“这相当于‘借道超车’，稳住存量，拓

展增量。”

万由顺表示，裕大华集团始终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牢牢把握国有企

业的“根”和“魂”。下一步，将通过深化改

革、创新机制，扎实推进拓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的工作举措，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中铁大桥局：

建造更多世界级“高难动作”大桥
本报记者 柳 洁

武商集团：

创新业态 提振消费
本报记者 柳 洁

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有这样一个企业，它的发

展与所在城市休戚相关；它的成长与中国商业的发

展脉络契合。它就是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商集团是湖北省最大的综合性商业企业，其

前身是创建于 1959年的中苏友好商场。1986年，武

商集团在全国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鄂武

商”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

62年来，武商集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成

长，伴随着祖国的繁荣而发展，被国家商务部列为重点

培育的全国20家大型商业企业之一。作为“武”字头

企业的代表，承载着几代武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0 年，零售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寒冬。2021

年，武商的春天不会自己向我们走来，必须迎难而

上，主动去寻找春天，拥抱春天！”在武商集团 2021

年工作会上，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军作了题为

“春天在哪里”的讲话。“我们的初心是做中国民族商

业领袖企业。有人建议把‘领袖’换成‘领先’，我说，

没有做领袖企业的想法，怎么能够领先？”

与这位掌舵人一样，武商集团拥有自信的资本：

武汉国际广场囊括百余家国际名品；武商广场是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高级百货商场，齐聚 60多个国际顶

尖化妆品牌，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美妆中心，化妆

品、女装和男装销售均居全国第一；世贸广场黄金珠

宝零售在全国百货业中位居榜首。

2020 年，武商集团盈利 7.25 亿元。这份亮眼成

绩单的背后，是武商集团 35家超市门店在疫情期间

服务全市3100个小区的生活物资供应，提供10元特

价蔬菜包 80 万份、国家储备冻猪肉 2100 吨，配送各

类套餐 210 万份。去年 3 月 30 日，武商购物中心率

先开门营业，向世界展现武汉商业复苏。

为加快疫后复苏，武商集团整合资源，先后开展多

场集团化营销活动，创下服饰、鞋履等多个品类全国单

场活动销售第一，有效拉动了消费，提振了全员士气，重

塑了市场信心，彰显了武商集团在全国的影响力。

为迎合消费变化，武商集团力推夜经济、集市经

济。旗下零售企业延伸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

夜间集市、天台餐吧，打造有趣好玩的网红打卡点，

有效提升商圈聚客力。

为深化线上线下融合，武商集团不断提升“云逛

武商”购物体验。去年共开展各类直播近千场次，带

货销售额突破1.5亿元。

图① 中铁大桥局参与设计建造的杭

州湾跨海大桥的雄姿。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图② 在武汉开发区，一个全新的智

能汽车产业生态圈正加速形成。图为岚图

汽车公司新能源汽车生产线。

张 玲摄（中经视觉）

图③ 裕大华集团纺织生产线。

周 洁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