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南民乐大居等保障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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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八局：薪火相传 再创辉煌
文/ 陈玺撼

肩负着中建八局“铁军”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上
海中建八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响
应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号召，突出地产特色，以“拓展幸
福空间”为企业使命，坚持以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
为载体，保障社会民生、提升企业发展品质，助力上海市
城市综合开发建设。

公司坚持立功竞赛常赛常新， 打造竞赛升级版，

通过创新“四保一创”内容，促进项目管理、员工能力、

企业文化建设、企业转型发展能力的同步提升，实现
了企业由传统地产服务商到城市综合开发服务商的
华丽转身，先后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广厦奖、鲁班
奖、白玉兰奖、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上海市重点工
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公司”等 60余项国家级、省部
级荣誉。

聚焦民生 打造央企“五好保障房”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公司立足高质量推进重大
工程建设， 将嘉定孚锦雅苑等项目的关键节点前置，

以“保安全生产、保运营节点、保产品品质、保销售回
款、创金杯公司”为内容开展立功竞赛，各条线协同联
动，提前 10天获取预售证，为上海市第 6批次共有产
权保障房房源供应提供了保障。

在完成工程建设的同时，公司不忘初心，牢记客
户关怀， 通过立功竞赛促进公司客服能力再提升，打
造了“设计最优、质量最佳、速度最快、环境最美、服务
最好”的“五好保障房”，以商品房的标准打造了售楼
处并建立客户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看房班车，项目
提前 3天完成全部选房工作，成为静安区第六批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首个选房率 100%的项目， 获得动迁居
民交口称赞。如今，以“商品房的标准建设保障房”已
成为公司践行央企责任的郑重承诺。

保障进博 践行央企“排头兵”责任

上海中建锦绣天地项目位于进博会核心区域，是
中建东孚上海区域公司在上海首个商业住宅综合体
项目。作为最早进驻西虹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司
全力助力第二届进博会，正在建设的 28-02地块项目
坚决克服工期紧、材料管控等难点，以“比安全生产、

比产品品质、比运营节点、比绿色施工、比技术创新”

的“五比五赛”为内容，开展了“大干 100天，保障进博
会，献礼祖国七十华诞”为主题的立功竞赛。该项目部
通过科学安排生产组织， 在进博会前完成了主体封
顶。为保障会展车辆安全停放，项目部免费提供已开
发地块的全部停车场，前期开发的中建万怡酒店还用
完善的服务，满足了大量参展商的入住需求，缓解了
展会人员的入住压力。

育人创效 打造人才“助推器”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公司在工程开发过程中树旗
帜、亮品牌，锻造“双优”团队，打造人才“助推器”，带
领各系统骨干创建了“白飞品质管理创新工作室”“吴
涛绿色人居创新工作室”。 公司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制
定课题立项，提升员工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多名管
理人员通过竞赛活动职务晋升， 两位同志加入党组
织，多项科技成果荣获上海市“QC”成果二等奖，公司
累计发表论文 5篇，获取专利 8项，提升广大项目职工技能素质水平。

公司坚持以“东孚排头、品质领先”为指引，通过立功竞赛对保障房户
型、建筑立面、分区装饰、小区景观产品线进行设计优化，创新自主景观施
工，提高保障房居住品质，成功升级了民生、民享两条产品线。同时，公司倡
导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深化 BIM，引入智慧安全、智慧运营、垃圾分类等内
容，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等方面下功夫，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公
司所开发项目均实现绿色星级认证、BIM运用、PC预制全覆盖， 走出了一
条可持续、高质量的企业发展之路。

始建于 1952年的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局， 经历了兵改工、工
改兵、 兵又改工的发展历程，

1983年 9月由基建工程兵部队
集体改编成立，是隶属中国建筑
的全资骨干企业。

60 多年薪火相传，30 多年
辉煌发展，中建八局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蓝色力量，推动绿色发
展 ， 已成为年签订合同额超
4000亿元，营业收入超 2000亿
元的大型投资建设集团，经营规
模相当于世界 500强第 430位。

作为上海市重大工程实事
立功竞赛独立赛区， 中建八局
党政领导高度重视， 各级工会
积极推进，坚持“四个注重”“四
个结合”，建立了局、公司、项目
部三级联动的竞赛体系， 形成

了统一领导、分级实施、整体推
进的竞赛机制，有力推动了国家
会展中心、迪士尼、深坑酒店、惠
南保障房等上海市重点工程，北
京 APEC、杭州 G20、厦门金砖 、

青岛上合等大国外交场馆，埃及
新首都、马来西亚吉隆坡标志塔
等“一带一路”重点工程的建设，

累计获鲁班奖 176项， 营造了以
赛争先、 以赛创优的浓厚氛围，

取得了有规模、有影响、有作为
的积极成效。

“胸怀‘拓展幸福空间’的使
命情怀，践行‘品质保障，价值创
造’的价值取向，弘扬‘令行禁止，

使命必达’的铁军作风。”中建八
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校荣春表示，

中建八局将继续南征北战， 渴盼
再建奇功！

即将进入寒冬的上海， 已能感到寒
风的凛冽， 但铮铮不止的打桩声和钢管
器械的碰撞声，却谱成一首首火热的“交
响乐”，那是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总承包公司（以下简称总承包公司）全
情投入重大工程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总承包公司紧跟国家“一
带一路” 倡议，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进
程， 按照上海市重大办和局竞赛办立
功竞赛的总体部署，勇挑重担，攻坚克
难。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厦门国际会议
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及西虹桥道路工
程 PPP 项目、 上海世茂深坑酒店……

一大批挑战性大、知名度高、影响力强
的工程项目， 都留下了总承包公司的
智慧和汗水。

近年来，总承包公司开展以“筑精
品、展风采、创一流”为主题的竞赛活
动， 全力做好工程立功竞赛与项目管
理的有机融合，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公司连续 3 年荣获
上海市“金杯公司”荣誉称号，多个团
队和个人荣获“金杯团队”“杰出人物”

“建设功臣”和“优秀建设者”等称号，

又谱写了一曲建设荣誉的“交响乐”。

立功竞赛有章法 “铁军”护卫国际赛

总承包公司根据竞赛新态势、新要
求，结合多年来开展立功竞赛积累的经
验和成果， 总结提炼出年初全面发动、

方案验收审批、月度工作报告、季度考
核和年终评比的“立功竞赛五步保障工
作法”， 制作了竞赛工作流程图来指导
项目开展立功竞赛。

北京首都体育馆改扩建项目（以下简
称首体项目） 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
赛场馆和训练场馆，具有特殊意义，是国
家重点工程，建成后将成为极具代表性的
国家名片。总承包公司首体项目独特性地
开展了“比安全管理赛文明施工、比质量
管理赛工程创优、 比工期进度赛科学管
理、比科技创新赛提质增效、比队伍和谐
赛团队优秀、创精品工程”的“五比一创”

立功竞赛活动，以立功竞赛为抓手，激发
职工参赛热情，确保中建八局首体项目优
质履约。

有效的策划是推进竞赛有序开展、实
现竞赛目标的有力保证。杭州奥体中心项
目（以下简称奥体项目）作为 2022年亚运
会主场馆，项目建设初期，公司工会就牵
头成立了一支立功竞赛指导小组，赴项目
实地考察、调研，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量
体裁衣” 指导项目编订立功竞赛方案，为
项目立功竞赛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项目
从工期、安全、质量、科技、文明、绿色、智
慧建造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各方均给予了
高度评价，在杭州打响了中建八局的“铁
军”品牌。

立功竞赛展作为 助力区域一体化

总承包公司结合重大、重点工程项目
分布，探索出“坚持四高实施、深化三个维
度、紧抓两个重点、实现一个目标”的“四
三二一”竞赛机制，为竞赛活动提供了制
度保障。

作为 2022年杭州亚运会保障工程的
萧山机场三期航站楼项目，工期紧、任务
重、施工难度高，整个施工期间需要始终

保持机场不停航运行。总承包公司始终以
“四三二一”机制为导向，开展了以“秉铁
军精神，保工程节点”立功竞赛，为萧山机
场工程建设任务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获得了当地政府的一致好评。

总承包公司建立了 “全方位可视化
公开评审机制”，由总包、监理、业主三方
共同组建立功竞赛评审小组， 对参赛班
组进行现场评比，实现评审透明化。上海
地铁 18 号线项目将行为安全之星、安全
可视化、 早班会等安全管理措施纳入立
功竞赛评比体系， 结合月度立功竞赛评
比会，按照责任状中签订的各项内容，对
参赛班组进行现场打分并给出评审意
见，过程通过 PPT 进行现场展示，保障竞
赛评比公平、公正、公开，激发了职工参
赛的热情，为项目完美履约提供了保障。

立功竞赛有智慧 绿色施工保环境

依托立功竞赛平台， 总承包公司不
断推动智慧工地建设。

通过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 总承包公
司降低了施工过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建
立健全了绿色建筑标准体系， 完善了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制度。 结合绿色综合立功竞
赛， 上海世博绿谷项目采用了风光互补发
电系统和光伏发电系统装置， 布置了噪声
监测监控点、自动喷淋系统等装置，确保工
地环境质量达标。

总承包公司还采用了人脸识别系统，

对竞赛内容做到实时查看、 及时反馈、限
时整改，达到绿色竞赛的目的，从而推动
智慧工地建造，为更多项目开展绿色施工
综合立功竞赛奠定基础。

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 铁军八局筑精品 服务大局担使命

在南汇桃花源畔，浦东新区惠南民
乐地区，幢幢新楼拔地而起，蔚为壮观。

这里是上海“十三五”期间最大的
保障房项目———惠南民乐保障房地块。

项目开发建设主体， 是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旗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上
海中建申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申拓公司”）。

申拓公司成立于 2011年， 主要以
保障房、“城中村”旧改、长租公寓开发
为主营业务。秉承“拓展幸福空间”的企
业使命，公司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蓝
色力量”，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全面服务
国家战略。 公司项目总开发面积 1200

万平方米， 累计投资额 800多亿元，惠
及 30余万人， 展现了央企助力上海城
市建设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责任。

申拓公司以重点工程为载体，不忘
初心， 积极开展重大工程实事立功竞
赛活动，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全国五一
劳动奖状、全国用户满意企业、全国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单
位、 全国青年文明号、 上海市文明单
位、上海市重大工程事实立功竞赛“金
杯公司”、上海市青年突击队、广厦奖、

詹天佑优秀住宅小区奖、白玉兰奖……

沉甸甸的荣誉墙上， 挂满了申拓人团
结奋进的成就。

桃园筑梦 打造精品民生工程

“南征北战的铁军”担当起“都市筑
梦的先锋”，为申城百姓构筑安居之梦。

申拓公司制定了以“保运营节点，提建
设品质，筑精品工程”为主题的竞赛实
施方案，以创建“优质、高效、安全、文
明、廉政”的精品工程为目标，在公司重

点项目开展以“保运营、快周转、提品质、

树标杆”为主要内容的立功竞赛活动。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以“便民、为
民、惠民”为竞赛宗旨，以“商品房标准”树
立“设计最优、质量最优、速度最快、环境
最美、服务最好”五好保障房品牌，以竞赛
活动确保精品施工、精细管理。

在住宅开发的同时，申拓公司将高标
准配套建设纳入整体规划思路，致力于打
造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交通便捷、绿意盎
然、 具有文化内涵的复合型特色居住区。

在惠南民乐大居，公司先后兴建了两纵四
横、长达 34公里的市政道路，建设 6个公
交首末站，美化拓宽浦东运河 10余公里；

建设配套学校 31 所，以及菜场、敬老院、

托儿所、社区文化中心、体育活动中心等
42万平方米的公建配套。

绿色建造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申拓公司积极培育 “劳模创新工作
室”，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坚持“绿色设
计、绿色材料、绿色施工、绿色运营”的理
念，坚持科技引领发展，大规模推广 BIM

应用、装配式 PC建造技术。国家《建筑工
程绿色标准》、《保障房产品线手册》、上海
地区保障性住房节能绿色清单等重要文
件的编写过程中，都留下了申拓公司的印
记。申拓公司还持续推动企业创新，连续
获得上海市第一届装配式建筑 “优秀企
业”、第二届装配式建筑“优秀集体”、上海
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上海市节能省地
型“四高”优秀小区等荣誉。

通过立功竞赛活动，申拓公司参赛各
项目实现了绿色认证全覆盖，打造了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企业全方位的转型
升级，也为全国各大城市旧城改造和保障
房建设提供了可推广、 可复制的成功经
验，为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中选优 充实铁军人才队伍

通过立功竞赛活动，申拓公司持续培
养扩充了科技领军队伍、创新人才队伍和
建设工匠队伍，使公司各类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通过“党员示范项目组”“党员攻坚
小组”“青年突击队”等团队形式，公司充
分调动立功竞赛各项目党员领导干部参
加竞赛的积极性，着力形成项目党员干部
“沉下去”、工作成效“提起来”、群众口碑
“浮上来”的生动竞赛局面。

通过立功竞赛，申拓公司还促进了客
户服务能力的再提升。 截至 2019年 1月
31 日， 惠南民乐大居已入住居民 23700

多户， 导入人口 8 万多人， 常住人口
56700多人。为更好地为入住居民提供优
质贴心服务， 公司今年将客户关系服务
中心纳入立功竞赛，开展三比服务竞赛。

结合公司党委与市房管局住房保障事务
中心、 浦东新区大居推进办、 惠南镇房
办、民乐社区党委五家单位的党建联建，

申拓公司开展入住居民售后服务， 服务
入住居民的能力得到提升， 客户满意度
得到提高。

公司党委更是通过立功竞赛的平台，

多次组织参加社区共建、 党建联建以及公
益活动， 在惠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挂牌
成为“志愿者定点服务单位”，援建安徽金
寨汤家汇小学， 开展甘肃卓尼县公益扶贫
活动等，展现了“铁军”央企的社会责任与
担当。

中建八局召开 2019年立功竞赛暨长三角一体化劳动竞赛推进大会

中建八局为立功竞赛分赛区授旗中建八局开展服务保障进博会立功竞赛活动

上海中建申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不忘初心筑精品 砥砺奋进谱新篇

上海深坑酒店

中建锦绣天地 27-03地块(含万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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