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江丞华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建设篇 46

成功完成一系列高难度重点工程

彭飞 张燕丽

路桥建缔造城市立体交通

主干道、快速路、高速公路，高

架桥、立交桥、地铁隧道，随着这

些城市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天津

步入了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在空

中、在地上、在地下，这些城市立

体交通体系像一条条大动脉，为城

市注入生机与活力，提升着城市的

载体功能，车流、物流、人流、信息

流在这里汇聚、传递、辐射，天

津———中国经济的第三只引擎轰

鸣着起飞了。

我们享受着现代城市交通带

来的便捷与高效，在这繁华的背

后，是千千万万城市建设者挑战空

间、挑战时间、挑战自我的信心与

决心。天津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路桥建）就是现代国际

化大都市立体交通体系的杰出缔

造者之一。

伴随着工程项目的捷报频传，路桥建一直也没有放

松对企业各项基础管理工作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年度经

济管理工作会议、现场巡回办公制度以及材料管理、资

产资金管理、合同管理、工程结算等专项管理工作，都

在常抓不懈，没有丝毫放松。

2008 年，公司建立了以效益为中心的考核指标体系，
坚持以效益作为衡量一个单位、考核一个班子、提拔任

用干部的根本标准。在对部分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同时，

修订了经营层目标年薪考核内容和标准，对工程创优、

科技研发、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等确定了奖罚标准，

并加大利润贡献率在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高了分公司

的超额利润分成比例。

2010 年，公司进一步规范工资总额管理，在激励先
进、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成功实施了差异化的分配方式，

将兑现水平与分公司施工产值、实现利润、非生产性控

制等主要指标实行挂钩对接，并严格把实际发放总额控

制在集团核定范围内。正是这种严格的考核体系，公司

上下形成了必要的创效压力和动力，从 2008 年至今，公
司所属各分公司和新开工程项目无一亏损，凸显出企业

强管理促效益的良好工作成效。

2011 年以来，面对城建集团提出的“加强企业经济
运行管理，深化二次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路桥建率

先“做实成本清单、压实经济责任”，在工程管理、核

算、合同等所有经营环节，责任到人，做到细化分解、

及时调整、确保产值效益同步增长。他们还注重落实长

效机制，成为执行“二次清单制度”的表率单位，得到

集团领导的好评。在做实成本清单上，注重责任、注重

细化、注重检查、注重奖惩；在落实成本清单上，注重

严格管控，注重查找问题，注重抓好工程结算，成本清

单制度为企业创效、实现经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项目资金管控上，公司严格实行统收统支的资

金管理模式，强调整体平衡，协调兼顾，重点支持，把

握资金流向，保证了资金的安全高效使用。

发展大计，人才为先。路桥建秉承“人才兴企”的原

则，努力打造人才梯队建设，提高人才储备质量。 8 年
里，公司党委采取民主推荐、公开竞聘、公推直选等方

式先后提拔任用干部 36 人。公司连续评选“十大杰出青
年”，在“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职称”、

“人人能成才、个个有舞台”的人才理念支持下，一批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目前已有 13 位杰出青年先后走上中层
领导岗位。公司还通过青年大学生建言献策、佳节送温

暖、爱岗教育等活动形式关注人才、凝聚人才、留住人

才，营造了企业人心思进、快乐工作的良好氛围。

8 年的不懈奋斗，留下的是一座座记录辛勤汗水的里
程碑。企业承建的工程先后获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 2
项，天津建设工程金奖海河杯 2 项、海河杯奖 4 项，天津
市政公路工程质量金奖 3 项，获市级文明工地称号 9 项；
并荣获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奖 7 项，天津市优秀质量
管理小组、项目管理奖 11 项；企业完善了 10 余项作业工
法，其中 4 项被评定为天津市市级工法； 《天津市彩色
沥青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 被列为天津市地方标准，填

补了天津地区彩色沥青砼加工、摊铺碾压的技术空白；

企业还四捧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奖牌，喜获五一劳动奖章，

持续保持“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并荣获多项国家

级、市级殊荣。

回首 2011 年，企业成立七周年时，天津城建集团董
事长李凯建说：“路桥建设公司成立 7 年，克服了成立
初期资质建设不到位、包袱债务重等诸多困难，仅用 3
年时间，实现了人均产值过百万。到 2010 年，产值规模
效益已跻身集团前列，做到了一年一个新台阶，年年都

有新变化。在集团内部，由后面的跟随者跃升成为集团

的领跑者，起到了表率作用。公司发展氛围浓厚，精神

状态向上向好。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有这么好

的发展局面，得益于我们路桥建公司有一个团结进取、

干事创业的领导班子，得益于我们有一支责任心强、积

极向上的青年人才队伍，得益于我们有一支敢打硬仗的

职工队伍。”

8 年的光辉岁月，屡创佳绩的路桥建在中华大地留下
了一批精品工程，在未来的征程中，他们必将继续大显

身手，挥写时代的新篇章。

不久前，路桥建承担的国道 112
线高速公路天津东段第五标喜获天

津市结构海河杯奖。这座巨人般屹立

在津冀大地上的钢筋水泥立交，凝结

着全体参建人员的智慧和汗水，是一

件用钢筋水泥创作的艺术杰作。

该工程主线全长 2935.679m，桥
梁面积 137894m2，其中预应力砼连续
箱梁结构面积 19710.2 m2，普通砼连
续箱梁结构面积 1860 m2。互通范围
内共设 8条匝道，总长 6801.410m。该
互通立交主线上跨唐津高速公路，为

混合式立体交叉，是公司 2010年的
重点工程项，任务重、时间紧。业主单

位、天津城投集团的领导曾担忧：“这

个工程干完了，施工单位要脱层皮。”

国道 112线 5标是 112高速与唐津高
速实现互通的交通枢纽，对于唐津高

速向 112 高速分流以及转年唐津高
速加宽施工均具有决定性作用。

由于征地拆迁难度较大，该标段

进场时间晚，相比其他标段施工进度

严重滞后，但通车时间已屈指可数。

经过统计，工程共有钻孔灌注桩 629
根，承台 138 个，墩柱 267 根、桥台 9
个，盖梁 10个，现浇箱梁 44联，40米
预制梁 28片；道路填土 18万方。施工
区域内还有凌乱分布的高压线阻碍

施工的正常进行。

通过现场踏勘，大家发现这里的

施工条件极差：该立交一半位于汉沽

盐场内，一半位于河北省汉沽农场

内。盐场内全部是盐池，要分两次、甚

至三次调水，且施工要保证不影响四

周盐场的生产、生活。其次，工程需跨

越唐津高速和汉榆公路施工；施工区

域内还有纵横交错的 5 条高压线分
布；几乎没有进场路，可以说最初的

测量放线大家是划着船进行的；修筑

进场辅路和垫平场地需要解决大量

土源，而汉沽区土源稀缺。除此之外，

盐场段高盐高腐蚀地质问题导致墩

柱施工难度增大，高速公路中央隔离

带使施工危险性陡增，预制梁安装遇

到的纵坡较大等施工工序和工艺上

的问题，不仅增加了施工难度，更增

加了危险性。

体量大、施工难、时间紧，这些特

点注定了这一工程必须倾注所有参

建人员的心血。公司领导靠前指挥，

现场办公。在敢打必胜的信念支持

下，他们将科学管理与苦战巧干结合

起来，最终得到了业主方的一致认

可。

通过科学布局、合理规划，他们

一个个解决面临的难题。为了保证工

期，倒排施工计划，每天下午 5 点准
时召开生产计划会，当天任务必须当

天完成，绝不允许拖到下一天。

通过加强全面部署、过程管控，

提高工作效率。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参与工程施工的作业队多、设备车辆

多，最多的时候能够有六七个施工队

伍，一千四五百人同时进场。项目部

在负责整体协调的基础上，按照施工

部位和工序把施工现场合理划分为

几个区域，每个管理人员负责一个或

者几个区域，避免管理上出现混乱。

对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做到随时发现，

随时整改。虽然工期紧，但质量上绝

不能含糊，项目部始终坚持严把质量

关，对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要求有数

据严谨的书面交底记录，同时，还加

强了施工现场的技术指导和跟踪检

查。

通过技术创新，攻克难关。盐场

墩柱施工难度较大，由于墩柱、墩身

采用了特殊的防腐设计，共有 16 种
柱型，有多种组合、多种拼法，需要不

断地拆装和倒运，给施工带来极大不

便。施工人员提前筹划、合理安排施

工顺序，保证了后续的箱梁按时施

工。

国道 112 线 5合同的如期竣工，
令天津城投集团的领导备受感动，在

竣工仪式上，路桥建被誉为“是一个

信得过的企业”，“是可以长期合作的

企业”。牛青竹董事长说：“国道 112线
5合同工程体现了路桥建驾驭大型桥
梁项目的施工能力，为路桥建赢得了

信誉和口碑，也为路桥建在今后高速

公路项目上继续承担任务创出了品

牌。路桥建被业内认为是一支在关键

时刻冲得上去、拿得下来的团队。”

值得一提的是，国道 112线 5合
同仅仅是路桥建承担的高难度工程

之一。此前，在天津站交通枢纽工程

第 5合同工程的建设中，他们在土方
开挖、地下帷幕施作、中心岛结构、保

留土体结构砼浇筑几大领域创造了

奇迹，并涉足了天津站 5合同局部深
达 17m、明挖顺作、超大深基坑的地下
结构工程。

在唐津高速公路北段扩建工程

第一合同段施工中，面对高速不断

交、工作面受限的难题，采用“单侧封

闭，单侧双向通行”，进行“蚕食”施

工，逐步推进；面对导行难度大，施工

作业危险的难题，成立了专职交通导

行设施维护小组，配备专用导行巡视

车、设施维护车，实行 24小时不间断
巡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面对施工

节点多、施工现场交叉作业互相影响

制约的难题，科学组织、严密安排，最

大限度地利用工作面；面对新技术、

新工艺首次应用的尝试，建立完整的

质保体系及质量安全管理 QC 小组，
深入钻研，精确论证，反复试验，确保

施工中万无一失。

通过一个个高难度工程的施工，

路桥建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必要的经

验和数据，这些都为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展示公司实力，逐步抢占科技

发展前沿提供了难得机遇。

工程项目是建筑企业生存的唯

一资源，是展示企业一流施工组织

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载体和舞

台，是企业赢得市场信誉、增强竞争

力的业绩积累。来之不易的工程项

目备受公司上下珍惜。尤其是公司

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他们更是亲力

亲为。

2004年 7月，骄阳似火。为确保
全市总体防汛需要及保证天津市第

五届啤酒节期间水上公园周边道路

畅通，路桥建在建的复康路以南三条

道路工程克服工期紧、干扰多、标准

高、工艺复杂等困难，公司领导深入一

线指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多方协

调，连续组织大会战，按期完成了施工

任务。

2005年春节前夕，公司在基本捋

顺天津水西延长线、宾水西道、凌宾路

三条道路工程情况后，即时召开工程

动员会，组织十余支施工队伍全面铺

开，于寒冬腊月持续掀起了施工热潮，

再次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工程攻

坚战。当年企业完成施工产值 6.13亿
元，提前两年实现人均产值百万元的

既定目标。

2006年，时任公司常务副总的牛
青竹坐镇指挥京沪 22标工程，在组织
施工中，工程施工速度快、排除干扰

大、组织布局精、施工斗志高，彰显了

路桥建人迎难而上、誓取全胜的胆魂

与气势，进一步树立了路桥建铺筑高

等级路面的良好品牌形象。

2007年，被列为公司首个重点工
程项目的天津站交通枢纽 5 合同，在
精心组织、科学部署下，先后打响了土

方开挖、中心岛结构、保留土体结构砼

浇筑三大战役，优质高速地解决了随

时出现的问题，使该工程圆满告竣。

2008年，在组织津汕高速 22 合
同施工中，公司不断优化施工组织，合

理安排作业顺序，不仅总结出了《胶粉

沥青砼摊铺碾压工法》，而且工程平整

度远远优于设计要求，在全线劳动竞

赛评比中位列榜首，得到建设单位的

认可与嘉奖。

2009年，面对诸多工程外部干扰
严重的情况，公司坚持超前布局、精心

筹谋，不断优化施工组织结构，合理调

配生产资源，理顺作业衔接程序，积极

改善周边环境，全年实现施工产值

12.16亿元，同比上一年度增幅 16%，
并首次实现人均产值高达 200万元的
目标。

2010年，地铁 3号线 14B 项目盾
构顺利掘进、国道 112线 5合同的超
大型桥梁施工、简阳路立交 40m 预制
箱梁跨铁路成功就位，这些重点工程

的高难度施作，都充分彰显了企业在

同时组织多项重点工程时具备了较

高的工程组织水平和整体协调能力。

全年实现施工产值 16.14亿元，达到
了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

有关统计显示，从 2004—2011
年的 8年间，路桥建设公司共承建市
政公用、公路、桥梁大大小小工程

232 项，施工产值 77.54 亿元，增加效
益约 7000 万元；工程战线遍布全国
24个省、市（地区）。这些数据有力地
证明：通过 8 年的拼搏，路桥建实现
了从城建集团生力军向主力军的华

丽转身。

今年 5月，路桥建成立整整八周
年。八年的创业征程，他们与时俱进，

敢为人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

搞好民心工程为载体，以提高经济运

行质量为重点，不仅出色完成了多项

市内外重点工程，充分展示出路桥建

人为政府作劲、为百姓造福、为集团

争光的精神风貌，而且率先在集团内

部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不断精细内

部管理，科学巧干，在实现创效能力

与经营规模同步增长中凸显出企业

“强管理促效益”的良好工作成效。

回首八年的激情岁月，路桥建党

委书记、董事长牛青竹说：“公司成立

八年来，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由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默默无

闻的小公司发展成为集团支柱企

业。”

三个阶段，三次跨越，企业一次

次上水平，成就了今日的天津路桥

建———

2005年，成立刚一年的路桥建坚
持以“加大经营开发力度”为龙头，不

断拓展经营开发渠道，全年累计中

标 17 项工程，中标金额 6.76 亿元，
尤其是成都、北京、廊坊三项外埠工

程的成功运作，彻底打破了企业外

埠市场中标为零的僵局。公司党委

还敢于创新，在新开工程中进行了

大范围、全方位的工程分包试点并

取得成功，逐步形成了自行完成工

程、管理型工程同步并存的双轨制

施工格局，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能力。

2006年至 2008年，公司在集团
范围内率先推行捆绑式、成本清单

式、分包成本跟踪式工程分包管理形

式，通过创新施工管理模式，转变责

任主体，实施资金统收统支，加速了

企业由完成任务型向经营创效型的

过渡转变，达到了扁平化管理的实质

性目的。以东兴立交为代表的工程结

算的圆满告竣，标志着企业“以经济

工作为中心，以重点项目为龙头”的

施工经营管理走上了有序的轨道，成

本核算与工程结算模式初具雏形。

2009年至 2010 年，公司党委以
纳入国资委监管促进企业全面优化

升级为基点，在持续保持、发挥国有

企业的政治优势前提下，科学调整经

营思路，将强化创效能力，拓展经营

规模，坚持扁平化管理、精细化管控

作为企业科学发展第一要务，在创效

能力与经营规模大幅同步增长中，逐

渐做强做优施工主业。

津汕高速 22合同面层摊铺施工

工地施工现场例会

从默默无闻到集团主力军

凝结在钢筋水泥上的艺术

管理与人才成为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