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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边疆特大桥
去年 11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迄今最大的单体桥———可克达拉特
大桥主桥结构合龙，伊犁河谷从此天
堑变通途。改写几代人隔河相望历史
的， 绕不开一位来自上海的 “80后”

———上海建工基础集团新疆可克达
拉市特大桥工程项目经理苗林。同事
们说他既是“工程师”又是“拓荒牛”。

苗林拥有同济大学博士学位，是
一位高材生， 仅三年时间的实践历
练，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项目管理人
才。既能“高大上”，可以依托桥梁计
算软件，分析制定极端天气下的主塔
结构施工方案。又能“接地气”，灵活
采取搭暖棚、升火炉等“土办法”，满
足了 8000多立方米大体积承台施工
温度，大桥施工现场没有发生一起透
水滑坡事故。

大桥所在地不比上海， 自然条
件非常恶劣。 要在九个月内如期完
成大桥建设， 同时要保证达到各项
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 面临着难以

想象的困难。

苗林第一时间带领项目团队仔细
勘察施工现场， 掌握施工区域环境。大
家或骑马或走路，将施工现场周围摸了
个遍，最终选定了大临建设、自用搅拌
站、 施工便道及钢栈桥的合理区域，对
施工现场进行了科学整体规划。

他带领团队先后克服了地质环境
复杂、冬休期漫长等不利影响，禁受住
边疆极寒天气和罕见洪水带来的巨大
考验，与当地企业合作，提前实现了桥
梁主体结构贯通。

“四叶草”盛装绽放，背后离不开这群人
进博会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功能提升工程

共有七个部分，包括主场馆改建、平行论坛搭
建、智慧安防、室外总体绿化景观提升、立面形
象提升、能源中心及 110千伏变电站立面装饰
和泛光照明等。 由此带来的难题堆积如山：时
间紧迫、体量巨大、协调艰难、管理复杂。这是
一次大考。

12 万平方米施工面积、210 多个日日夜
夜，来自上海建工的 2500多名建设者，围绕助
力进博会“打造国际一流博览会”目标，优质高
效完成了国展中心场馆功能提升工程，让形似
“四叶草”的场馆盛装绽放。多个集体和个人获
得进博会立功竞赛先进称号。

让“四叶草”如期绽放

一年半的工作量， 半年就要保质保量完
成，在很多人看来几无可能。实现“不可能”，团
队、管理、协作缺一不可。去年三月，进博会场
馆启动改建，来自上海建工的一支“精锐队伍”

驻场。同时，以上海建工总承包部“陈安民劳模
创新工作室”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在管理上各
显神通，确保进度。

吴轶是上海建工机施集团国展场馆功能
提升工程项目经理，为了确保进度，他通过立
功竞赛来动员团队成员，技术创新是立功竞赛
的重头。运用三维逆向扫描技术，仅通过一天
的扫描测绘，两天的数据技术处理，快速形成
模型， 为后续工程的设计打下了良好基础，大
大提升了整体工程的施工效率。他把日常检查
与定期考核融入到施工管理中，又建立安全监
管微信群，及时发现、排查和整改安全隐患，让
整个团队都能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节点目标。

在进博会立功竞赛中被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

在进博会场馆“主战场”之外，还有配套工
程，难度却一点不低。国家会展中心二层步廊
东延伸工程全长 504米，建设需要克服种种障
碍物。

上海建工市政总院相关项目经理回尚勇，

组建出一组高效建设团队。春节期间，他带领
施工班组进行临设搭建、场地平整等各项施工
准备工作，随即开展管线搬迁、绿化搬迁等前
期工程施工。多次在深夜，他带领设计团队和
施工班组共同奋战施工一线， 确保了跨河段、

跨路段等重大吊装节点，同时采用预制拼装技
术提高施工效率。通过科学管理让各工程建设
节点如期完成。在进博会立功竞赛中被授予上
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精品应用技术说话

国家会展中心“好看”的背后，是技术和智
慧的“较量”。在建设团队一场又一场“头脑风
暴”中，无数创新的火花迸发而出。

“四叶草”藏了很多“第一”。孔劲松是上海
建工装饰集团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功能提升工
程项目经理。他让技术团队创新思维，提出新
方案，完成了一系列科技攻关，创造多个 “第
一”。比如，第一次实现全部环保指标优于国家
标准 6成以上，确保了施工全程无异味；第一
次攻克大面积铝板材质的蚀刻木纹技术，独创
了环保和防火新工艺； 第一次使用漫反射涂
料，确保了高亮度灯光不刺眼；第一次采用超
大吊顶板材， 确保了展厅大气磅礴的设计效
果。最后，项目部在 155 天的超短工期内完成
了主会场、平行论坛区域等近 4万平方米的升
级改造装饰。荣获“上海城市服务保障进博会
立功竞赛先进个人”的称号。

在施工中，国家会展中心要“不停展、不闭
馆”，这需要很高的技术工艺。周文彬来自上海
建工安装集团，是相关项目经理。他带领团队
科学制定了有效的应对措施。24小时 3班轮换

的管理人员及工人作业；运用 BIM（建筑信息
化模型）技术结合工厂化预制、装配式安装工
艺；大量应用伸缩臂式高空作业平台、剪叉式
高空作业车来满足高空作业需求；环保、节能
采用超国标要求， 相应区域采用剧院级降噪，

仅用 5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常规施工需要 1 年
多时间才能完成的安装。他也荣获“上海城市
服务保障进博会立功竞赛先进个人”的称号。

国家会展中心南广场是“门面”，需要呈现
最美景致。来自上海建工园林集团的张凯敏是
进博会配套绿化景观提升工程现场负责人，他
带领团队，通过设计引领、专业控花技术、大规
模苗圃资源、科学施工管理，让“四叶草”之外
盛妆绽放。南广场上，以 35厘米以上胸径的大
型乔木组成的“树阵”，以 158 根旗杆组成“旗
阵”，以 1.5万多盆花卉组成的“花阵”，形成磅
礴景观，迎接四方宾客。作为配套项目的世纪
大道景观提升工程，在短短 45天时间，完成了
沿线 8座主题景观公园的景观提升。在进博会
立功竞赛中被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所有环节“不掉链子”

展会力求最高标准，“打硬仗”落到细节处

自然不能松懈，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建设项目要有合同保障。陆群来自上海建工
集团总承包部，是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功能提升工
程总经济师。她积极与业主方、投资监理方、设计
方、采购方进行全方位沟通。工程重大，她就亲自
参与合同谈判、材料调研、材料单价审核，同时掌
握材料的制作和进场时间、工期节点，并保证所
选材料符合设计提出的环保要求，将所有合同细
节考虑到最全面。她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材料批
价工作，为了了解材料价格，往往工作到深夜甚
至通宵， 努力寻找国展提升工程与杭州 G20、厦
门金砖和青岛上合峰会等新建会场的差异，大大
提高了经济核算。她在进博会立功竞赛中被授予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施工之前的准备工作极其关键。徐秋根是上
海建工二建集团国家会展中心项目工作组组长。

施工前期，他就积极与各个单位交流沟通、理顺
思路， 带领项目部的技术人员熟悉现场环境、加
强设计图纸深化以及编制施工技术方案，为大面
积施工做好了充分准备和强有力的保障。开工以
来，又带领团队攻艰克难、强化工程质量、强调过
程跟踪、确保工程建设有序。精心合理安排施工，

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对每天的施工完成情况进
行统计出与计划的差异，及时进行分析，采取措
施进行调整。荣获“上海城市服务保障进博会立
功竞赛先进个人”的称号。

在华南闯出一片天地
上海技术经验要走出去，离不开

一群开拓者。上海建工四建集团副总
裁房玉强就是其中一员。

华南建筑市场强手如林，竞争格
外激烈，上海企业要入局和扎根不得
不“闯出来”。

房玉强扎根华南十几年，认真对
待每一个投标项目，积极走动、沟通
和探索，在拿到标书必须召开学习策
划会，投标前必须召开定标会，询标
前必须召开模拟会，询标回复前必须
召开讨论会。先后承揽了 369米高的
深圳星河雅宝、 造价 20亿元的佛山
中盈国贸中心等重点项目。

依托集团产业联动， 以投融资、

设计咨询带动总承包， 将肇庆火车
站、珠海海绵城市等一批大型市政项
目收入囊中。

他还带领团队积极搭设与政府
的对接平台， 今年成功中标 35亿元
的深圳中山大学项目。

如今，四建集团在华南承建项目

覆盖广州、深圳、佛山、肇庆、珠海等 10

多座城市，在建项目超 30个，在建面积
逾 400 万平方米。项目数量多、分布地
域广，房玉强坚持严格管理、严肃纪律，

确保工程质量。

在房玉强和团队的努力下，四建集
团在广州和深圳分别成立子公司，涉及
基础、土建、市政、安装、交通综合体等
多元业务。员工数量从广州公司成立时
的 30 人发展到如今覆盖华南区域的
500多名员工。 去年在华南区域的经营
额突破百亿元。

这群建工人的努力让城市更美好
上海建工表彰一批具有工匠精神实干作风的优秀建设者代表

2018年 11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拉开序幕。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会场———

国家会展中心令展商、观众流连忘返。对建设者而

言，这或许是最大褒奖。

城市新貌离不开建设者的奉献。今天，上海城

市建设主力军———上海建工集团，对为城市发展和

企业转型扮演重要角色的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授

予集团国家会展中心场馆功能提升工程项目部、集

团昆明恒隆广场项目部、上海外经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厄立特里亚金矿项目部、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房玉强、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可克达拉市特大桥工程项目经理苗林等三个集

体和两名个人“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

上海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征表示，在上

海建工转型成为广受赞誉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的过

程中，涌现了一批具有工匠精神、实干作风的优秀建设

者。“崇尚科技创新、弘扬工匠精神、锤炼实干作风”

的“工程师”文化蔚然成风。在各个重点工程中展示

了上海标准、上海速度、上海质量。接下来，上海建工

要充分发挥建筑全产业链协同联动优势，加快创新转

型，更好地服务上海乃至全国，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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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第一高楼是怎样“炼
成”的？上海这家企业最有发
言权：上海建工昆明恒隆广场
项目部。

昆明核心地段，349 米高
的恒隆广场巍然耸立，这里是
云南“第一高”。昆明恒隆广场
项目有着工程体量大、施工难
度高、 构件运输难的特点。项
目基坑深 27米， 一次性浇筑
混凝土 2.2万立方米， 钢结构
安装施工总量达 7.6 万多吨，

远超同类型超高层的钢结构
用量。昆明处于地震断裂带区
域，施工难度很高。工程被设
计为超深超大基坑、超厚大底
板、超厚钢板剪力墙和超高配
筋率， 从而满足抗震需求，但
给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而且
构件运输难，钢结构加工厂距
昆明超过 2300 公里， 加上雨
水天气影响，大型构件运输不
便。

项目部迎难而上，创新采
用大直径圆环形支撑系统，打
造直径逾 238米的“中国第一
圆环撑”，确保基坑开挖质量；

联合研发出适合当地超高层
建造的混凝土，为整个西南地
区超高层建筑一泵到顶提供了支撑。相继攻克
了特大型动臂式塔吊自身吊装盲区、超大体量
钢结构安装等一系列工程难点。最后又在昆明
周边等地开设了 4个钢结构构件加工基地，解
决了钢结构构件的长距离运输难题。

开工之后，大楼的主体结构以 8天一层的
平均速度建造，最快达到 3天一层，于去年年 8

月 30日顺利实现结构封顶。 这一工程创下了
云南最大体积混凝土底板、最快超高层施工速
度和最高地标性建筑等多项纪录。

非洲荒漠“生金”记
一般人不会想到，上海一家建设企

业开发过一座金矿，这座矿竟是在非洲。

位于非洲北部的厄特科卡金矿是
上海建工外经集团海外投资的第一个
EPC矿业项目，2013 年开工，2016 年
正式运营， 至今累计处理矿石逾 180

万吨，浇铸金锭数百块，平均回收率超
9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生产黄金逾
7吨，完成销售额近 3亿美元。

如今的厄特科卡金矿，矿区绿色
环保，现代化流水线热火朝天。只有
亲历者才能体悟这一场景来之不易。

在非洲开发金矿，难度比想象大。

外经集团厄特科卡金矿项目部初到炎
热干旱的矿区，就面临地表水、电力、

手机信号“三无”难题。一到雨季，食物
补给基本停滞。 在想方设法保障信息
流、物资流、技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
畅通的同时，项目部精进技术，对大体
积混凝土施工、高精度设备安装，以及
碎矿综合防尘和球磨机冷却水循环利
用等方案进行设计优化， 大大缩短了

项目建设和联动调试周期。 矿业项目于
2015年 11月初全线竣工试运营，11月
底即产出首批黄金，取得良好收益。

完成 EPC 合同不代表项目划上句
号。项目部践行“打造建筑全生命周期
服务商”战略，主动为业主方提供运营
服务， 把运维技术传授给当地工人。两
年多来， 金矿开发无一安全环保事故，

赢得了厄特政府和中国驻厄大使馆、经
商处的赞誉。这一矿业项目荣获中国建
筑工程“鲁班奖”（境外项目）、建设工程
优秀项目管理成果特奖等荣誉。

恒隆攻坚克难筑精品 彩云之南展风采

苗林房玉强厄特金矿

文/ 戚颖璞

建功立业进博会 “四叶草”上奏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