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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美世界建树天下 深度耕耘跨越发展
访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曹世伟
记者

“
绿美世界，建树天下”，这是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绿建公司”）的公司理念和战
略目标， 用绿建公司的品牌竞争
力，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增添更多的
绿色，使之因
“
绿”而更加美好。 绿
建公司在播绿建绿的同时打响了
品牌，在全国市场上做到了有所建
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业上有所
作为。 因为生态建设是利在当代、
功在千秋的事业， 福荫子孙后代。
“
十三五”期间，绿建公司的经营目
标将在
“
十二五”完成营业额的基
础上翻一番，达到20亿元人民币甚
至更高……尽管
“
十三五”还有三
年多的时间， 但是对绿建公司而
言，这三年中的每一天都是挑战和
压力。 公司总经理曹世伟日前因此
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于这样的
跨越式发展目标，曹世伟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绿建公司要以更大的格
局、更大的视野，谋求更大的发展，
具体说就是立足上海，走向全国。

上海和全国市场
各占半壁江山

曹世伟说，绿建公司作为园林
绿化建设市场上的一家传统老牌
国企，在上海园林绿化建设市场大
发展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城市
大型市政公共绿地建设中，创下了
一个又一个辉煌，拥有
“
绿化铁军”
的美誉。 经过20年的发展，绿建公
司已连续九年跻身于全国行业50
强的行列，在品牌知名度和综合实
力等方面走在了行业前列。 绿建公
司承担了大量市重大工程建设中
的大体量标志性项目，在赢得良好
口碑的同时，也使公司的综合实力
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高。
曹世伟分析了20年来绿建公
司的经营状况：前十年基本扎根在
上海市场， 后十年逐步走向全国，
目前已经全面形成了上海市场和
全国市场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 上
海市场立足于高精难的重大工程，
项目总量的近八成为政府投资的
重大工程项目。“
在近10年时间里，
绿建公司成功主持和参与了2010
年中国上海世博会、 辰山植物园、
顾村公园、滨江森林公园、迪士尼
等大型公共绿地的建设。这些大型
的精品项目，考验着绿建人，特别
是迪士尼项目建设，在长达四年的
建设过程中，绿建人不仅高质量地
完成了美方的高要求建设项目，还
成功地为企业培养了一批包括项
目管理、施工等各个领域的骨干型
人才。并在综合性项目的总承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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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端主题乐园施工技术、生态
修复特别是水生态处理技术上有
了新的突破，为引领整个行业水平
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在全
国市场上， 在苏浙皖以及山东、内
蒙古等省的多个城市成功建设绿
建作品，并在京津冀以及西南等区
域打开了市场，建设的项目总量大
幅增长。

全国化平台
从西南事业部再出发
早在十年前，绿建公司便制订
了
“
走出去”打全国市场的战略目
标，在徐州新城区的开发和建设中
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 徐州新城区
于2004年启动建设， 新城区环境
优美，山水相依，起步区绿地率超
过36.9%， 人均拥有公共绿地40.4
平方米，而绿建的作品成了新城区
的生态亮点，在体现设计理念的同
时，绿建公司在施工中灵活融入了
海派手法， 将大格局和小景致结
合，秉承
“
创新理念、务实手法”目
标将经典、创新和传播完全贯通于
项目实施全过程，营造了较好的景
观效果，达到了生态复原、景观互
动的结果。 为配套完善、环境优美、
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宜商宜居的
生态型城市新中心和现代化新徐
州的样板区奠定了生态基础。 十年
间， 绿建公司成功走向全国各地，
成功建设了近280万平方米的绿化
项目， 中标金额约为8.4亿元人民
币。
近年来，绿建公司以更快的步
伐走向全国市场。 按照园林集团的
部署， 园林集团西南事业部由绿建
公司全面负责运营。 在园林集团的
领导和支持下， 西南事业部由公司
董事长朱协军任总经理、 公司总经
理曹世伟任执行总经理、 公司副总
经理宋路奇任常务副总经理， 他们
与分管经营的西南事业部副总经理
周翔组成了事业部的管理团队。
作为为园林集团运行西南事
业部的绿建公司，在打造全国化平
台的过程中，西南事业部无疑是一
个新的出发点。 曹世伟说，建工集
团目前以PPP+EPC的模式在四川
进行投资，以投资拉动施工，西南
事业部需要在PPP的投资框架内
把园林的份额做大、做好、做精。 要
掌握EPC施工、管理的思路，西南
事业部从前期策划、 设计方案、设
计概算、材料选定、施工方案、施工
图预算等关键节点入手做到环环
相扣、相互联动。 尽管四川当地在
园林设计、规划、施工管理的理念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绿
化规划、设计、施工、养护、苗木产销、绿化装饰
和土方施工为一体的绿化建设专业公司。
绿建硬实力：具有国家城市园林工程设计
（风景园林）甲级资质、施工壹级资质，房屋建筑
和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三级、养护能力认定证，
通过ISO9001：2008质量、ISO14001：2004环
境、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
“
三合一”
管理体系。
绿建软实力：屡获中国市政金奖、中国风
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大金奖、金奖，中国施
工工程学会优质工程金奖、上海市白玉兰奖、园
林杯，上海市政金杯奖以及全国建设系统精神
文明先进单位，上海市文明单位八连冠、上海市
优秀公司十六连冠、全国用户满意施工企业等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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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上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但事
业部坚持以景观设计为先导，以施
工管理为核心， 以施工质量为基
础，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把上海园
林的特色、品质、理念引入当地，逐
步占据了当地园林市场的“
制高
点”， 在各个领域成为当地园林的
标杆，使上海园林品牌形象全面确
立了起来。
曹世伟说， 这样的模式是区
域化拓展极好的手段。我们要以此
为依托，进行深度耕耘，在运作好
建工集团的PPP项目的同时，积极
深入到区域市场上去， 打品牌、做
精品。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西南
事业部已经独立承接了多个项目，
并与当地市场成功对接展开工作，
从建立人才体系、事业部管理架构
的完善到商务团队的组阁，多渠道
地开展市场拓展工作，牢牢抓住目
前都江堰、宜宾、眉山三大区域，利
用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的社
会关系，进行二次深度开发。
树立
“
大局观”，要有长期发展
的眼光，通过项目实施来展现园林
集团、绿建公司的策划、设计、施工
实力和管理实力，树立良好的品牌
效应，让当地政府愿意把项目交给
上海园林来实施，如眉山区域已经
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牢牢抓住设计源头，通过与沪
上各大设计院和当地设计院建立
起合作关系，在运行PPP项目的同
时，已成功独立承接了多个景观设
计建设项目。
今年2月24日曹世伟在对园
林集团西南事业部进行实地调研
时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目标，即积极
开拓西南市场，强化事业部内部管
理。目前西南事业部已经走上轨道
并初见成效，如成都市东星航空职
业学院天府校区景观绿化、宜宾大
溪口至南广交通改造及景观工程、
宜宾市岷江新区起步区城市中央
公园建设项目、四川成都环天府新
区快速通道项目、荣峰河综合整治
二期工程的建设等均受到当地政
府及行业的认可。
在成功运作西南事业部的基
础上， 绿建公司积极利用这个模
式，全面进行全国其他区域性市场
的开拓，如在山东的青岛、内蒙古
的赤峰、青海的西宁以及安徽的阜
阳等地已逐步打开了市场，争取建
立多个西南事业部模式。

未来绿建
人才高度集聚
用人才来保障发展， 使绿建

公司在跨越式轨道上前进。无数事
实证明了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
竞争，企业要发展，必须有人才的
支撑。 所谓127的理论，说的是企
业10%的人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
的，是脊梁和主心骨；20%的人是
配合和协助以上10%的人去完成
企业发展大业的，是中流砥柱和骨
干力量； 而另外的70%则是顺从
者甚至还有可能拉后腿，那么如果
这个比例能够倒过来的话，那将意
味着什么？ 这是不言而喻的。 绿建
公司近年来依托大型项目建设的
优势，大胆地将大学毕业生放在项
目上进行培养和锻炼，先后成功地
培养了一大批熟练掌握项目管理
技能、同时又能在市场上拓展经营
的综合型人才。绿建公司还制订并
实施人才发展计划，建立人才库和
人才基地， 今年以来工程师和一、
二级建造师等专业人才的队伍不
断扩大，形成了一支专业化、年轻
化、理想化的
“
三化”团队，为撬动
市场、搏击市场提供了保障。
曹世伟说，目前，公司在原来
人才战略的基础上， 再建人才高
地，一是高端人才的引进，二是阶
梯式人才队伍的建立和培训。同时
绿建公司还积极引进各类复合型
人才， 不拘一格选拔和使用人才，
为人才搭建最好的平台，为他们提
供最好的舞台，使英雄们有了用武
之地，并为人才建立职业发展的通
道。 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使用人才，
建立引进、培养、使用、发展的通
道，形成人才高度集聚的态势。
深度耕耘
“
绿美世界”，跨越发

绿建历史和属性：成立于1993年，属行业

内大型国营企业。
重大工程建设业绩：高架垂直绿化填补了
国内高架绿化的空白；延安中路大型公共绿地
以宏伟的景观效果为上海增加了一个“
绿肺”；
古城公园绿化建设以先进、科学的工艺流程，全
面反映了上海的一份古韵；上海铁路南站绿化
创造了国内最动感的绿化；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等工程也展现了绿建公司的精品成果。在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公司成功建设了世博园区
百公顷绿化项目， 如占地29公顷的世博公园、
占地14公顷的世博后滩公园以及园区内26公
里18条马路5000棵行道树建设等。公司还承担
了60公顷世博绿化的养护保障任务，受到了市
领导的充分肯定，并成功完成了世博配套项目、
占地207公顷的辰山植物园建设。2016年，完成

展
“
建树天下”，曹世伟说，绿建公
司经过20年发展，如今已迎来新的
起点。 今天离“
十三五” 末还有
1100余天的时间， 绿建公司将以
战略布局的思路，拓展和延伸经营
板块，从园林绿化施工的强项向规
划设计的前端和市政及建筑生态
水处理等领域全面拓展，实现全生
命周期、全产业链和全国化的
“
三
全”目标，使绿建公司真正成为全
国的著名品牌，使
“
绿化铁军”的旗
帜在全国市场高高飘扬，打响城市
生态建设的一场又一场硬仗和漂
亮仗，真正让世界因
“
绿”而美好，
因绿建的
“
建树”而圆生态梦。

链接：
PPP——
—PPP 模 式 即 Public
（政 府 ）—Private （私 营 ）—
Partnership（合伙）的字母缩写，是
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为了合作
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
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
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
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
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确
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
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
的结果。
EPC——
—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是指
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
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
的承包。通常公司在总价合同条件
下，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
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

上海迪士尼核心区梦幻世界景观项目及各类
苗木供应储备。
开拓全国市场：进军新疆、北京、青岛、徐
州等30余个城市的绿化市场，建立西南事业部
（开拓云、贵、川、渝
“
三省一市”市场），成功参与
建设了北京园博会、青岛世园会等大型项目。
公司具备了以设计为龙头、绿化景观工程
的设计施工总承包、总集成方面的综合实力，拥
有多个现代化的苗圃，储备了大量优质的苗木，
同时，公司在业内率先探索科技兴绿之路，获得
了多项国家专利和市级工法，走在了高端技术
的前沿，全面体现了在绿化规划设计、施工、苗
木、施工、养护等各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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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云岭西路 589 号
电话：021-52702100 （总机）
邮编：200333

传真：021-52700111

网址：www.green-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