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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城市梦想  建筑美好生活
Building a Beautiful City,  Creating an Ideal Life



我们是城市工程建设与运营的实现者
We Provid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Urban Egineering
勇于探索，专攻术业，凭籍近50年的市政工程技术优势，我们以投资、设计、施工、交付、运营及其组合，保障重大和大

型基础设施工程的有序建设和安全运营。致力于进驻一座城，造就一座城的梦想。



独具匠心，神领意造，依据具体空间布局，行成于思，优化区域改造，为现代城市功能、城市业态建设开发和升级，为地下

空间开发与利用等提供创新和增值服务，用新思维、新设计改造城市。

我们是城市功能升级和空间高效利用的设计者
We Help Perfect the Urban Functionality and Design for Better 
Utilization of Space



我们是绿色材料与未来建筑的领跑者
We Lead in the Use of Green Materials and Future Architecture
创新科研，精心打造绿色建筑，开发以建筑工业化为主导的绿色建造技术和产品，研发、生产再生建筑材料、绿色功能

型材料，倡导人与建筑和谐交融的理念，启幕城市未来。



我们是城市管理升级和智慧型基础设施运维的服务者
We Deliver the Service of Urban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力求打造现代城市新典范，提供符合现代城市管理需求的智慧型基础设施运维服务，塑造更高端、更安全、更智慧的城市。



领跑行业  创建标准  与客户共享未来
Leading the Industry, Setting New Standards

and Growing with Ou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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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  
Business Process

世界在变，创新不变。

从中国首家基建板块上市公司，到21项世界工程建设史“第一记录”缔造者，再到全国

布局，全球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隧道股份正凭籍先进的建设运

营理念、齐全的产业链条、一流的核心技术优势和智慧化的管理模式，全力为客户提供

基础设施“咨询—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维保—升级”全产业链增值服务。

最具创造力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

The Most Creative Urban Infrastructure Integ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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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发于世界级都市—“上海”的隧道股

份，凭籍50年丰富的城市建设经验、先

发优势和对城市建设的深刻理解，为您

和城市的发展提供最理想、科学和实用

的规划方案。

规划 Planning >>

依托海量集成项目建设运营经验和项目

全过程“大数据”积累，隧道股份深刻

了解设施维保关键，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专业养护服务。

维保 Maintenance >> 升级 Upgrade >>

拥有国内5家甲级勘察、设计院和2家特

级、8家一级施工企业的隧道股份，以业

内最杰出的设计、施工团队和核心技

术，为您提供最优质、经济的设计施工

方案、先进设备和精细化管理保障，确

保项目全程可控、安全、优质和高效。

建设 Construction >>

隧道股份以承接上海95%以上市政重大

基础设施运管业务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的

运营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智

能化运营管理服务。

运营 Operation >>

作为国内财务信用最高评级“AAA”级

的持有者，隧道股份针对客户需求，以

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稳健的融资渠道，为

您提供最佳的投融资方案。

投资 Investment >>

隧道股份以专业、周到的咨询服务，为

您提供从项目选址、综合开发、资源利

用、材料供应，到过程实施、后续维护

的系统化可行性分析，为项目成功实施

迈好第一步。

咨询 Consulting >>

得益于对城市文脉的深刻理解，隧道股

份综合考量城市文化传承和转型升级的

“双重”需要，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具协

同性，更加集约、高效的改造升级服务。



行稳致远 成就经典
Exceeding Limits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隧道股份致力于通过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

工程和长期合作，与客户和城市一齐成长，永续发展。

隧道 / 轨道交通 / 道路桥梁 / 建筑与房地产 / 水务 / 能源

/ 地下空间 / 重大装备与绿色材料
Tunnel/Rail Transport/Road and Bridge/Architecture and Real Estate/Water 

Treatment/Power/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Major Equipment and 

Green Materials

业务板块
Business Portfolio



上海长江隧道

隧道    Tunnels

Business Portfolio   > Tunnels   >> 

湖北武汉三阳路隧道

上海长江西路隧道

上海虹梅南路隧道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盾构法隧道

超大直径隧道

上海外滩隧道

上海上中路隧道

上海军工路隧道

上海迎宾三路地道

上海北横通道

上海沿江通道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广东珠海马骝洲交通隧道

浙江杭州钱江隧道

大直径隧道

上海延安东路隧道及复线隧道

上海西藏南路隧道

上海翔殷路隧道

上海复兴东路隧道

上海大连路隧道

上海打浦路隧道

江西江阴锡澄运河澄江西路通道

沉管隧道

港珠澳大桥跨海隧道

浙江宁波常洪隧道

上海外环隧道

管幕法隧道

上海北虹路地道

大型顶管隧道

河南郑州中州大道下穿隧道

浙江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

●  

●  

自1970年建成中国首条越江隧道—上海打浦路隧道以来，隧道股份承建了中国已建和在

建的9条14米以上超大直径隧道工程中的8条，以及上海黄浦江底19条越江隧道中的18条，

并凭借盾构法、沉管法、管幕法等世界领先工艺，在国内外总集成、总承包建设隧道工程近

百项，产品直径基本涵盖全球现有隧道工程所有尺寸。

基于丰富的建设经验，隧道股份不仅提供隧道EPC服务，同时还提供项目整体投资及运营

维保等集成服务。享誉世界的良好口碑和值得信赖的产品质量，亦推动隧道股份不断突破

自我，在隧道功能、安全性、舒适性上不断进步，为满足客户对隧道工程的多元需求不遗

余力。

SHANGHAI TUNNEL ENGINEERING CO., LTD.      15-16



江苏南京至高淳城际快速轨道南京南站至禄口机场线

轨道交通  Rail Transport
凭借在全球轨道交通领域内一流的核心技术和值得信赖的产品质量，曾在上海地铁1号

线建设中创造“豆腐里打洞奇迹”的隧道股份先后为新加坡、印度，以及南京、杭

州、郑州、昆明、武汉、天津、乌鲁木齐、南昌、宁波等国内众多城市成功打造当地

首条轨道交通线路，累计建设的轨道交通总里程超过400公里，服务涵盖轨道交通投

资、设计、施工、铺轨、车辆、机电、维保全过程。

在此基础上，隧道股份不断以业主需求为导向，首创大直径盾构一次推进建成两条地铁

隧道的新方法，以同等质量为业主节约工期近半，并为城市绿色出行和轨道交通发展提

供多元选择—累计投资建设的国内现代有轨电车线路超过25条，总里程逾390公

里，全国现代有轨电车市场份额逾6成，继续领创传统和现代轨道交通“双领域”。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徐家汇站

江苏苏州高新区现代有轨电车1号线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迪士尼乐园站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双圆地铁隧道 

上海轨道交通6、8号线

GPST地铁隧道 

南京地铁S1号线

单管双线地铁隧道

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

江苏南京轨道交通3号线

其他地铁隧道 

北京轨道交通6、10、14、S2号线

上海轨道交通1、2、3、4、5、7、9、10、

12、13号线及16号线

广东广州轨道交通2号线

江苏南京轨道交通1、S3号线

四川成都轨道交通1号线

广东深圳轨道交通1、2号线

云南昆明轨道交通1、2号线

浙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

浙江杭州轨道交通1、2号线

河南郑州轨道交通1号线

江苏无锡轨道交通1、2号线

湖北武汉轨道交通2、3、4、6、7号线

天津轨道交通1、4、5、6号线

江西南昌轨道交通1、2号线

辽宁沈阳轨道交通10号线

新疆乌鲁木齐轨道交通1号线

新加坡轨道交通东北线、环线、大士西线、市

区线及汤申线

印度钦奈轨道交通一期、德里二期、德里三

期、德里机场线

有轨电车

上海松江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

上海张江现代有轨电车

湖北武汉大汉阳地区现代有轨电车试验线

江苏淮安现代有轨电车一期

广东珠海现代有轨电车1号线

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1号线工程

Business Portfolio   > Rail Trans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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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江大桥

道路桥梁  Roads and Bridges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从1993年建设上海第一座高架桥起

步，隧道股份为申城构筑了集高架、道

路、桥梁、机场、火车站及现代化大型

综合交通枢纽于一体的长三角区域交通

一体化道路网络，以最前瞻、周到的城

市立体交通规划设计和经典项目成果赢

得了各地政府和大业主的信赖。

未来，隧道股份还将依托城市基础设

施“交叉学科”综合实力，引入智能

交通，为城市发展缩短距离，拓展空

间，连接未来。

上海东海大桥

江西南昌朝阳大桥

江苏常州高架一期

云南昆明高速立交道路

桥梁

广东肇庆阅江大桥

广东珠海鸡啼门特大桥

重庆菜园坝大桥

海南海口世纪大桥

江西南昌朝阳大桥

机场与道路

上海浦东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上海莘庄立交

上海延安路高架

上海南北高架

上海内环、外环、中环线、郊环线

江苏常州高架二期

江苏常州奔牛机场

广东广州白云机场

江西南昌昌北机场

Business Portfolio   > Roads and Brid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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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绿色预制装配式建筑行业的领

导者和上海唯一一个国家级住宅产业化

研发中心的所在企业，隧道股份以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PC成套技术、BIM建筑

“全生命周期”管理技术和建筑“全产

业链”集成优势，为业主提供从投资、

深化设计、施工安装、到部品制造的

低、中、高PC率各异的预制民用及商

用建筑系列产品，并形成了以“瑞仕”

为代表的系列高端住宅品牌，累计开发

的高端物业及5A级写字楼逾1300万平

方米，其中“瑞仕”品牌荣列“中国房

地产项目品牌价值Top10”榜首。

与此同时，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保障房建

设的国企集团，隧道股份还积极致力于

城市廉租、公租、经济适用类住房建

设，累计建设的各地保障房面积超过

610万平方米，为符合城市对房地产不

同层次的需求持续贡献宜居佳作。

澳门新濠天地“City of Dreams”综合娱乐中心

建筑与房地产 Architecture and Real Estate 

上海虹源盛世城市综合体

上海安亭瑞仕花园

上海浦江瑞和城PC预制装配式住宅

上海城汇大厦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建筑

上海城建国际中心

上海城汇大厦

上海文新报业大厦

上海城建地产大厦

上海瑞和宜山大厦

上海瑞和国顺大厦

上海闵行浦江大型居住社区

上海嘉定云翔大型居住社区

上海青浦徐泾北大型居住社区

房地产

上海古北瑞仕花园

上海金桥瑞仕花园

上海大宁瑞仕花园 

上海安亭瑞仕花园

江苏无锡蠡湖瑞仕花园

江苏无锡太湖瑞仕花园

江西南昌红谷瑞仕城际广场

Business Portfolio   > Architecture and Real E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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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

水务 Wa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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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ortfolio   > Water Treatment    >>

上海污水治理白龙港南线输送干线

上海叶榭塘水利枢纽

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污水处理厂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上海长江引水三期工程

上海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

上海徐泾支线原水工程

上海世博园区上水配套工程

上海虹桥交通枢纽上水配套工程

上海南北高架重庆南路上水配套工程

上海世博市政配套工程蒙自路泵站

上海竹园污水处理厂

上海徐泾水厂出厂管工程

上海市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四川成都污水处理厂

在水务板块，隧道股份的业务范围涵盖城市给排水系统规划设计咨询，污水处理厂

建设，城市上水、下水管线设计施工，河道治理，临水景观设计，及城市水务管线

“非开挖、不断水”改造升级等多个方面。

凭籍国内最好的城市给排水网络规划设计和水务管线施工能力，隧道股份为上海打

造的苏州河河道治理工程、世博园区可循环利用排水系统，以及基于“雨洪管理”

等国际先进理念的上海雨水初期治理方案、给排水网络规划，及全市水务管线建

设、运维服务等，在为上海的城市生活提供更加绿色、科学、有效的给排水工程设

计、施工及维保服务的同时，也在为国内更多城市的水环境治理和城市给排水设施

建设贡献核心力量。



上海天然气主干网工程

能源 Power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从总承包建设“西气东输”上海段，到

设计施工长三角几乎所有超高层建筑燃

气管网……隧道股份作为目前国内城市

燃气管网设计施工领域的领军企业，正

保持着包括超大口径超高压不停输封

堵、超高层超长距离、非开挖等几乎所

有国内城市燃气管网设计施工领域 “首

创”和“之最”记录，并不断根据城市

绿色能源推广需要，利用丰富的基建经

验和管网资源，为业主提供LNG液化天

然气仓储设施及码头建设，城市燃气管

网建设改造，大型发电厂建设等服务。

上海五号沟LNG站一期、二期

上海世博会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氢站

上海西藏南路电力电缆隧道

江苏南京江北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燃气 

上海西气东输燃气管线一期工程

澳门陆上天然气输入及传输系统工程

广东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

广东亚运会燃气管线改造工程

江苏泰州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

江西南昌市天然气利用工程

海南中油深南LNG工程

电力 

上海世博电力隧道

浙江宁波电力隧道

江苏无锡电力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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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ortfolio   > Power    >>



上海世博园区B片区央企总部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上海轨道交通世纪大道4线换乘枢纽

上海城建设计大厦UP地下立体车库

新加坡“滨海金沙”酒店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隧道股份依托世界一流的地下空间开发

实力，在全球最大规模的地下综合交通

枢纽—上海地铁世纪大道4线换乘枢

纽、徐家汇3线5层枢纽及世博园地下

空间综合开发等复杂实例中，积累了独

一无二的深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经

验与成熟解决方案，并因此深得上海市

委市政府信赖，在过去50年中承揽了

全市所有地下人防工程、战备工程和城

市综合防灾体系开发建设，并将这一良

好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未来，隧道股份还将聚焦现代城市立

体空间，为城市地下资源开发提供分

层设计、相互连通、综合利用的最优

开发方案。

上海世博园区A片区“绿谷”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上海轨道交通徐家汇枢纽

上海徐汇滨江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上海虹桥商务区虹源盛世城市综合体

上海西岸传媒港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上海外滩地区综合改造

上海人民广场综合改造

上海华山医院临床医学中心战时中心医院

上海徐家汇中心项目人防工程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广场改造

天津文化中心地下交通枢纽

天津地铁1号线延伸段人防工程

天津于家堡金融区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地下空间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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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ortfolio   >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加坡地铁定制的直径6.67米铰链式土压平衡复合盾构

重大装备与绿色材料 
Major Equipment and Green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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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Portfolio   > Major Equipment and Green Materials    >>

PC预制构件研发与生产

高精度钢模研制与生产 

上海F1赛车场赛道沥青摊铺

代表项目  Major Projects  >>

重大装备

自主研发

Φ6.26米泥水平衡盾构

Φ6.34米土压平衡盾构

Φ6.67米铰接土压平衡复合盾构

Φ11.22米泥水平衡盾构

Φ6.9米×4.2米大断面矩形顶管机

Φ7.5米×10.4米超大断面矩形顶管机

联合研发

Φ14.27米超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

Φ15.43米超大型泥水平衡盾构

Φ6.34米地面出入式GPST土压平衡盾构

Φ6.52米×W11.12米双圆地铁盾构

新材料 

高精度隧道钢模

高强度混凝土

轻质陶粒混凝土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

重载改性沥青

高粘改性沥青

钢桥面专用高弹性改性沥青

高性能聚氨酯防水材料

再生混凝土

●  

●  

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隧道股份先后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首

台国产盾构—直径6.34米的“先行号”土压平衡盾构，并在此基础上自主研制

11.22米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进越号”，合作研制14.27米、15.43米等超大直

径盾构机，填补了中国盾构机设计制造核心技术的空白。目前，隧道股份已累计研

发制造近200台国产盾构，设备成功销往新加坡、印度、香港等地。

与此同时，隧道股份还拥有国内一流的预制混凝土、可再生混凝土和高端沥青材料

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生产实力。作为上海唯一拥有国际认证标准的PC构件制造商，

隧道股份所生产的PC预制构件上世纪80年代即远销美国、日本，并形成了预制外

墙保温构造等预制混凝土新产品系列；固废循环可再生混凝土产品年产能逾200万

方，每年通过“变废为宝”减少建筑废料数百万吨，为业主节约资金数亿元；具有

品牌专利的“至道”沥青产品亦形成了重载改性沥青等系列产品，成为进入国内高

端沥青市场的首个国产化品牌。



遍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隧道股份员工，正在为建设更加现代、便捷、宜居、安全的

城市贡献核心力量。

我们为各地城市建设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We Provide Package Solutions of Urban Construction

for Ci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区域市场 
Busines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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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市场地域分布 Domestic Market Distribution 

境外市场地域分布 Int'l Market Distribution

安哥拉

印度

伊朗

波兰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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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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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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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诸 岛

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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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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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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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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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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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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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

上海

嘉兴

无锡
常州 苏州

 绍兴

赣州

株洲

湘潭
长沙 台州

淮安

江阴

宿迁 盐城

昆山南充

沧州

长春

佛山

三明

东莞

泰州

芜湖

包头



在长达半世纪的发展和数以千记的重大项目建设中，隧道股份始终以完美表现，赢得客户长期

合作。使命必达的良好信誉背后，是隧道股份先进的项目集成管理能力、科技创新实力、人力

资源支撑和全球化的开放视野。过硬的“后台实力”支撑我们一步步将客户愿望变为现实，并

不断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e

创造价值 实现自我
Value Creation and Mutual Growth

集成管理 / 科技创新 / 人力资源 / 全球视野
Integrated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Human Resources /Global Vision



以最佳的项目集成管理能力
为客户打造品质工程  
Delivering Quality Work through Optimal Project Management

系统化项目集成管理体系
Systematic Proje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依托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化工程信息管理平台，隧道股份通过远程信息采集技术和专家管理系统，实时掌

握、整合、分析各地总包进程、材料使用、技术难点等核心数据结果，实现风险及时发现、可控；并借

助集团分布全球的组织管理网络，为各地一线项目提供最先进的设备支持和专业指导，为客户提供最优

解决方案，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实现良好的客户满意度。

及时交付
Timely Delivery

多年来，隧道股份始终以系统化的交期管理体系、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有效保障项

目客户和承包商之间的及时沟通，确保项目按时或提前完工，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并由此为隧道股份

赢得了良好的业界信誉。

国内最强的品质管控体系
Top-Level Quality Control System in China

作为国内最早拥有ISO建筑施工类认证和全国质量管理大奖的企业，隧道股份以业界公认的精细化管理

系统和全过程品质控制能力，为客户提供质量稳定、一流的项目成果，并在项目交付后，继续为客户提

供后续项目品质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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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
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Maximizing Value with Leading Technologies

隧 道 股 份 三 级 研 发 体 系
Three-Tier R&D System 

隧 道 股 份 中 央 研 究 院

博士后工 作站
（国务院 ）

国家企业 技术中 心
（国家发 改委）

国家工程 技术中 心
（国家科 技部）

国家住宅 产业化 基地
（国家住 建部）

院士服务 中心
（上海市 ）

重 大 项 目 监 管 研 发 机 构 运 管 技 术 创 新 服 务 科 技 信 息 情 报 中 心

项 目 监 管 平 台 创 新 服 务 平 台

实 体 研 发 机 构

技 术 委 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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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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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雄厚人力资源
为客户目标实现提供可靠保障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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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人才支撑
Core Talent Support 

隧道股份具有从领军人才、教授级高工、CIOB皇家特许建造师，到投资、设计、施工、运维专业人才

在内的丰富人力资源团队。以10位上海市领军人才、80余位享受国务院特贴的教授级高工为龙头的高端

人才队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领导行业发展，并为各类复杂难题提供权威解决方案；以1100余位国家

注册类建造师为核心的职业项目经理人团队，凭借丰富的重大项目统筹管理、施工经验和突发事件处置

能力，有效确保项目成功实施。与此同时，隧道股份还拥有国内门类最齐全的专业注册设计师和金融投

资人才，这些都将支撑我们以周到、专业的服务，为有效达成客户目标提供可靠保障。

千人培训计划
1,000-Talent Training Program

隧道股份为青年员工成长搭建公开、公正、系统化的选拔、培育和发展平台。以“千人培养计划”为代

表的“助长方案”，从系统内所有30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员工中公开选拔1000名优秀员工进入

“专业人才储备库”，通过持续3年的师徒带教，系统内投资、设计、施工、运维等上下游企业间“多岗

位、跨领域轮训”，以及市外、海外政府、业主、项目实训等，培养出300名青年骨干和100名青年专

家，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供具有全局眼界和综合解决能力的专业人才团队。



以全球视野实现最具竞争力的资源配置  
Providing Optimal Resource through Global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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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进：隧道连接未来
Work Together and Dedicate to Be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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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未来  
A Better Tomorrow

“持续创新 面向世界 超越梦想 创造价值”是隧道股份企业文化的根基。我们与投资人、

客户、伙伴、员工和城市一起向前迈进，永续发展是上海城建始终坚守的信条。



在我们看来，最具魅力的城市是具有文化和独特之处的。在城市漫长的发展升级过程中，

参与一座城市的建设和改造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以新换旧，而是为其提供更具传承性的城市

建设和改造蓝图。

目前，隧道股份在中国、德国、日本、泰国、印度、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拥有合作伙伴。基于

“开放、合作、共享”理念，隧道股份与产业链上下游领军企业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与供应商联盟，

并在众多大型项目的成功合作中，实现了双赢，这些都助力隧道股份在瞬息万变的建筑行业内，以更好的抗

风险能力和综合优势，为业主创造更大价值，为城市创造更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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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城市：文脉保护与历史传承
Unity and Coherence Protection

我们和客户、伙伴：战略合作与共享共赢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All-Win

通过精准的老建筑结构重建技术，为上海地标—外白渡桥实施移位复修，保留老上海宝贵城市记忆。

我们延续民族工业脉络，利用江南造船厂船坞结构，将船

厂原址打造成世博园江南广场。

在世界首个复杂地况超大型隧道—上海外滩隧道建设

中，我们运用特殊防护措施和一流地下穿越技术，确保上

海“外滩万国建筑群”延续经典。

为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首—南昌滕王阁量身定做的“下

立交隧道”加“开放式文化广场”改造方案，在完美解决

区块交通问题的同时，亦盘活周边旅游及商业房产，重现

滕王阁“背靠赣江，居高临远”的古词风韵，景区级别顺

利提升至“5A级”。



每天，我们为上海蜿蜒数百公里的地铁隧道和2万公里的燃气管线提供注浆、防渗水和检修服务，为千万市民守护申

城“地下生命线”。

“汶川地震”后，隧道股份作为首批抢险队伍抵达四川绵

阳灾区，2个月内共援助、援建安置房5300套、临时学校

2座，解决3万名受灾群众安置、1万名中小学生复课难

题，并在之后2年中，援建了包括聚源中学、蒲阳干道在内

的一批高等级校舍、基建项目和2座万吨级污水处理厂。

凭借“上海水平、上海质量、上海速度”，隧道股份在新

疆叶城参与建设当地最大的维医医院—叶城县维吾尔医

医院、叶城县妇女儿童医院及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莎车县图文信息综合服务中心等多个上海对口援疆

“交钥匙”工程。

我们致力于通过持续提供公益服务和援助，勇敢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乡村教育到

城市维保，从援建边疆到志愿行动，我们始终相信，慈善公益将为社会的未来带来更多

精彩。

我们和社会：责任担当与城市希望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Blooming City

隧道股份牵头设计的上海旱流污水截污治污工程，实现苏州河

近4000个污染源截留纳管，经手完成排水工程2000多项，使

原本黑臭的上海苏州河流域主要水质达到景观用水标准。

隧道股份始终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在上海崇启通

道的建设中，结合崇明岛独特的国家湿地保护特色，首创设计

鸟类保护遮光板、低噪音路面、人工湿地雨水处理系统，打造

国内首条“生态高速走廊”。

隧道股份在江西、云南等多地捐建希望小学，并为国务院

命名的最后一支少数民族—云南“基诺族”全族少年提

供大学本科期间全部学费，每年两度的“蓝马甲”志愿支

教活动至今已走过7年。

隧道股份预制装配式建筑模式引领绿色建造方式革命，使建筑寿命更长、品质更高、保温更佳、环保性能更突出。

我们和环境：绿色生活与持续发展
Green Li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对隧道股份来说，绿色不仅是理想，也是客户未来的利益所在，更是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

核心要素。隧道股份一直致力于在建筑行业内进行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推广，通过推动

PC预制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实现低碳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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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城市梦想 建筑美好生活  
Building a Beautiful City,  Creating an Ideal Life



我们的成员  
Our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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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161号

上海市杨浦区国科路16号

上海市普陀区交通路1565号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344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崮山路887号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593号

上海市虹口区水电路127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路162号

上海市静安区顺德路92号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663号5-6楼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040弄1号16楼

上海市闵行区延安西路3500号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路600号

上海市杨浦区龙江路1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沂林路25号

上海市闸北区沪太路815号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市政工程材料公司

上海市地下空间开发实业总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自来水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供排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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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00082   电话：021-55219929   传真：021-6589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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