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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

在能源新都塞北榆林的黄土地上，在
文明曙光与红色基因传承的文化厚土里。
一支成立于2010年的建筑铁军——陕西
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陕建九
建集团）不忘初心，践行国企担当，用建筑
符号在动与静变幻之间传承着一座城市的
历史，在天地间竖起一座又一座光辉丰碑！

从陕北榆林到关中陕南、从陕甘宁蒙
晋到京津冀雄安，从2010年陕建九公司成
立到2018年全年合同签约额突破100亿元，
一处处校园、医院，一座座场馆、厂房拔地而
起。10年来，九建人从未停止突破、成长和创
新，以至诚之心致敬伟大作品，用工匠之心浇
筑信任基石，勇于担当扛起地区行业旗
帜。在不断超越的惊喜中一次次惊艳群
芳，在攻坚克难和服务奉献中展现企业存
在价值，让城市建设与品牌输出相得益彰。

值此陕建集团成立 70周年暨陕建
九建集团成立10周年之际，站在新时代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放眼九建
人一路走来的每一次开拓与创新，在每
一段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感受企业
跨越发展、追求卓越的耀眼光芒……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陕建九建集团成立于2010年9月，是
陕建集团控股的一支生力军。在历届领导

班子的团结带领下，企业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依托属地榆林国家能源化工高
地的建设机遇，秉承“为客户创造价值，让
对方先赢，让对方多赢，最终实现共赢”的
经营理念，形成了以榆林为基点，以关中为
带动点，以京津冀、雄安为战略重点，发展
辐射大半个中国的经营格局。

近年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陕建九建集团紧
紧围绕榆林市委、市政府与陕建集团总体
部署和要求，以党建与廉政建设为引领，以
项目建设和市场开发为重点，以做强主业
和多元发展为突破，以机制创新和队伍建
设为保障，认真履行党赋予的职责和使命，
现已发展成为业内资质门类最全、业务范
围最广、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优的大
型国有集成式建筑施工服务企业之一。

党建引领 逐梦前行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
企业的“根”和“魂”，一路走来，陕建九建集
团党委深刻把握时代要求，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新部署，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坚持和推动党建
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努力打
造独具自身特色的党建品牌，以制度化、
常态化、具体化的举措推进党建工作，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一方面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对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与所属各
单位签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书，加
大领导干部履职考核力度。另一方面紧
紧围绕理论学习、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党
员教育管理、党建活动、标准化建设六个方

面，以“六个加强”为抓手，推动企业党建
工作再上新阶。

同时，始终把党建工作与年度各项
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全面抓
实抓好基层党建联系点制度，扎实做好
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关键岗位挑重
担、关键工作树标杆、关键技术强攻
关、关键时刻冲上前，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常态需要
新担当。陕建九建集团将坚持党建引
领，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在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中不断登攀。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靠得
住、冲得上、打得赢的人才队伍，离不开
一整套完善的人才队伍管理体系。成立
以来，陕建九建集团始终将人才队伍作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核心。以“招
才、引才、培才、聚才、用才、理才”六位一
体人才管理体系，为各路英才提供了更
加广阔的成长空间和发展前景。畅通的
职业晋升通道、完善的成长培养体系，让
职工在工作中不断实现自我价值的提
升，在幸福奋斗中更有成就。

集团职工培训经费投入连年超过职
工工资总额的4%，培训人次为职工总数
的800%。目前拥有正高级工程师13人，

中高级职称 358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78%；一级建造师176人，一级注册类设计
人员17人，注册会计师5人，执业资格占比
47%；自有技术工人队伍逾300人，其中高
级技工77人。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结
构不断优化，拥有了一支具有创造力、执行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稳定的高素质人才队
伍，让企业在竞争中更加活力自信。

创新引领 共享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
第一动力。近年来，陕建九建集团紧紧抓
住国家重大区域协同发展与新基建建设
机遇，围绕岗位竞聘、项目竞标、绩效考核
等机制体制，建立内部专家库、见习生转
正三年重点培养、外部专家定期开展培训
等人才管理手段，智慧工地、新材料、新工
艺、新技术等先进科技技术应用以及供应
链、票据等各类融资方式、基金创新使用
为代表的资本运作，投融资带动施工总承
包、EPC总承包模式等业态优化方式让创
新理念全方位深融于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创新引领、绿色建造中，一大批有
影响力的优质工程在建、落成，教育、医
疗特色优势版块品牌效果显现，跃然成
为业内科技智造、精品建筑的技术标准，
在美丽中国建设中不断翻新、超越！

专注行业发展的同时，陕建九建集团
“与智者为伍，与能者牵手”，迅速形成了
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的裂变式发展势头与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共赢格局。全国产
业链上下游合作单位超过1900家，与金
融、设计、材料、设备等各领域杰出代表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与长安银行、工商银行
等多家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综合授
信额度突破60亿元；与清华、北大、同济、
西北工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理工
大学等一大批国内知名高校、设计单位，

以及恒大、绿城、中信、保利、融创等世界
五百强企业，中科协、中建协、中施协等
行业顶级协会的近百位国内顶级专家
形成了科研、生产、经营的战略合作关
系与资源强大的市场竞争体系。

品质赢心 花香满园

一家企业要想具有非凡的品味，必
然要有真抓实干作为基础。陕建九建集
团凭借自身成熟的发展模式、强大的整
合能力、专业的工程管理和精干的施工
团队，坚持质量把控和品牌创建并举，匠
心建造每一座精品建筑，持续擦亮“陕建
九建 赢在人心”的企业金名片。

企业始终坚持“策划先行、过程控制、
一次成优”的质量管理思路与“四节一环
保”的绿色施工理念。严格过程控制，精
细化施工，积极落实建筑业十项新技术，
采用多项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并积极
落实细部节点做法，推广应用BIM技术指
导施工，确保了工程质量，降低了工程成
本。2020年以来，更是根据现场质量管理
需要针对性制定了质量专项治理11项作
业指导书，先后出台了多项规章制度。一
方面狠抓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另一方面
对全员的质量意识进行再强化，全面抓实
抓细抓好工程质量管理。以优质的履约
赢得业主的心、赢得社会的心。

每一座精品建筑都是九建人真拼实创

的体现，每一项崇高荣誉都是九建人幸福奋
斗的结果。过去十年，一项项国优、鲁班、中
国安装之星纷至沓来。一座又一座赢心工
程，一次又一次站在陕西省乃至全国的最高
领奖台上，陕建九建集团——这张榆林市
对外非能源输出的亮丽名片越擦越亮！

文化铸魂 聚力奋进

在党的领导下，陕建九建集团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企业名片

“陕建九建 赢在人心”已根植于每位九建
职工的内心，企业精神“真拼实创 幸福
奋斗”已成为九建人前行的动力，企业核
心价值观“经营有道 成己达人”已是九
建人开拓市场的一把尖刀利器，企业愿景

“打造百年九建 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已
成为九建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无论是绥德18天抗洪救灾，还是零
利润承担神木移民搬迁攻坚重任；无论是
柞水扶贫万户危房排查，还是帮扶贫困乡
村脱贫致富和贫困家庭就业脱贫；无论是
80小时无偿抢战榆林市防疫应急医院改
造装修，还是勇担复工复产与“六稳六保”
排头兵。九建人以知重负重和攻坚克难
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国有企业的责任与
担当，诠释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中流击水 奋楫前行

10年来，九建集团在企业先进文化的引
领下，落实“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要求，践
行合作共赢理念，始终以产品质量赢得业主
心，以诚信经营赢得客户心，以人为本赢得职
工心，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赢得社会心！

2019年完成合同签约额 150.99亿
元，是成立之初的35.1倍；完成营业收入
73.80亿元，是成立之初的25.44倍；实现
利润2.95亿元，是成立之初的69倍。在
册职工人均合同签约额2516.5万元，人均

营收 1230 万元，人均净利润 49.17 万
元，均处于全国建筑行业领先水平。均
处于全国建筑行业领先水平。

同时，作为榆林市非能源输出的靓
丽名片及总部经济企业的杰出代表，九
建集团在总部市场占比不到 12%的基
础上，为地区建筑行业创造了相当于榆
林地区市场份额 9倍的产值，持续延伸
建筑产业链条，并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
上千家当地企业发展，为当地培养储备了
一大批建筑业人才，解决了上万名劳动力就
业问题。以智慧工地、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等先进科技技术应用更是无时无刻
不在发挥着带动地区行业升级的作用。

不断探索，占领的是精神高地；持久
创新，涤荡的是奋进灵魂。十年如火亦
如歌的岁月，九建人用智慧和激情书写
着一部陕北建筑铁军崛起的创业奋斗
史。如今的九建人正昂首迈步在企业
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征途中，秉承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合作共赢理念，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坚定向着打造百年九建，
成为行业的领跑者迈进，为奋力谱写陕西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企业发展大事记

2010年9月11日，陕西建工集团第九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陕建九建集团前身）在

榆林注册成立；
2013年7月，陕西建工集团第九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在成立了3家全资子公司基
础上更名为陕建九建集团；

2016年11月29日，陕建九建集团在
与榆林城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
上，召开股权重组座谈会，为集团发展注入
属地化血液；

2017年7月底，陕建九建集团应急救
援队赴绥德县开展为期18天的“7·26”抗
洪救灾抢险工作；

2017年11月17日，陕建九建集团正
式荣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工
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甲
级资质；

2018年3月30日，陕建九建集团在前期
广泛征询讨论基础上，提炼出了立足自身
发展实际的企业文化（企业名片、企业精
神、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愿景）；

2018年，陕建九建集团在承接榆林
市四馆两中心项目基础上，全年合同签约
额首次突破100亿元；

2018年10月，历时96天，陕建九建集
团高效完成西安国际会议中心项目（6.7亿
元）施工任务，跑出了新时代九建加速度；

2019年3月，河北国控陕建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全面吹响陕建
九建集团京津冀、雄安市场开发号角；

2019年6月21日，陕建九建集团首
次与中施协签订全过程质量控制协议，
榆林会展中心项目成为中施协全过程
质量管理全国首批两个项目之一；

2019年9月29日，陕建九建集团隆
重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暨九建成立9周年庆典大会；

2020年1月底，陕建九建集团临危受
命、主动担当，80小时与疫情竞速，圆满完
成榆林市康复医院防疫应急改造任务。

20192019年年33月月，，河北国控陕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河北国控陕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全面吹响全面吹响
陕建九建集团京津冀陕建九建集团京津冀、、雄安市场开发号角雄安市场开发号角。。20192019年年66月月，，陕建九建集团与中施协签订全国首批全过程质量控制协议陕建九建集团与中施协签订全国首批全过程质量控制协议。。

20192019年年，，陕建九建集团隆重举办了中华人民陕建九建集团隆重举办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共和国成立7070周年暨九建成立周年暨九建成立99周年庆典大会周年庆典大会。。

20172017年年，，陕建九建集团荣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陕建九建集团荣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资质、、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建筑工程、、人防工程人防工程））甲级资质甲级资质。。

20102010年年99月月1111日日，，陕西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陕西建工集团第九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程有限公司（（陕建九建集团前身陕建九建集团前身））注册成立注册成立。。

20172017年年，，陕建九建集团赴绥德县进行为期十陕建九建集团赴绥德县进行为期十
八天的八天的““77··2626””抗洪救灾抗洪救灾。。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靖边县中医医院综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靖边县中医医院综
合医疗楼项目合医疗楼项目。。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榆林市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榆林市““三馆三馆””（（博物博物
馆馆、、图书馆图书馆、、展览馆展览馆））建设建设PCPC总承包项目总承包项目。。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九寨沟景区沟口立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九寨沟景区沟口立
体式游客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体式游客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西安高新国际会议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西安高新国际会议
中心项目中心项目。。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沣东城市广场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沣东城市广场11##楼楼
工程工程（（20152015年荣获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榆林市第一医院二期住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榆林市第一医院二期住
院综合楼项目院综合楼项目（（20172017年荣获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神木新村产业发展服务陕建九建集团承建的神木新村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项目中心项目（（20192019年荣获年荣获““鲁班奖鲁班奖””““安装之星安装之星””奖奖）。）。

奋进十周年奋进十周年 扬帆再起航扬帆再起航
————陕建九建集团成立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回眸陕建九建集团成立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