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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29日，随着最后一
根钢柱缓缓升吊并成功安装到位，“无

锡第一高楼”———无锡国金中心工程

主楼核心筒钢柱提前 165天封顶。从
第一根钢柱起吊到主楼钢结构封顶，

钢构人用 261天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近
1.9万吨钢结构安装，创造了两天一层
的新“无锡速度”。

无锡国金中心项目位于无锡市南

长区太湖广场南广场，总建筑面积

22.7万平方米，总用量 1.9万吨，设计
高度 339米，建成后将成为无锡市乃
至江苏省的新地标，成为太湖之滨最

闪亮的“明珠”。

中建钢构秉承“铁骨仁心”的钢构

文化，创造了国内数个第一，这一次又

创造了两天一个结构层的“无锡速

度”，339米的无锡第一高、22.7万平方
米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23.5米的基
坑开挖最深等多项“无锡之最”。

2011年，因为工期安排影响，导致
钢结构进场较晚。

“困难有，但是一定可以而且必须

解决它”，中建钢构现场项目经理方

振亚这样自信满满地说。

确定汽车吊行走路线，合理安排

构件进场顺序、堆放位置及汽车吊行

走路线等成为影响整个施工工期的难

点，这些也都是阻碍钢构人的拦路

虎。

三军用命志在锡城之巅。方振亚

经理召集项目精锐骨干，重新编策

划、排计划、定方案、定路线。根据

地下室施工方案制定了周密的构

件进场顺序，明确了构件堆放的详

细位置，实际模拟了汽车吊使用过

程中停机点及吊装构件顺序，严控

并归类汽车吊使用，减少了汽车吊

使用台班数，同时提高了施工效

率。

2012年 11月 26日，在业主大会
上，“最后 3根构件已经运到现场了，
钢结构随时可以封顶”，方振亚经理

这样说。此时距离业主工期要求还有

五个半月。

技术管理定位于服务生产，服务

现场施工一线。钢结构项目部全年发

表科技论文 6篇，被 SCI/EI/ISTP检索

5篇，申请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共 9
项，完成国家、地方工法 2 项，2 项研
究成果获得上海市和公司的奖励，现

行施工方案 31篇。其中《独立式钢柱
安装施工偏差控制方法》、《高层建筑

转换桁架施工技术》、《超长钢柱定位

技术》、《风压对超细长钢柱安装精度

的影响》结合项目生产实际经验，提

炼总结出来，此 4 篇均被国内核心期
刊录用和发表。《地下室密集型钢柱

施工技术》在中国 2012年建筑技术
交流会上作为交流内容，与其他钢构

公司进行交流。钢柱校正装置、钢柱

测量放线装置、激光铅锤仪投点屏、

型钢焊接防风棚等已报国家专利。

襟江带湖吴越地，铁骨仁心锡城

巅。钢构人在吴越大地上树立了又一

座建筑丰碑，用汗水和智慧书写了一

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任重道远，钢构

人将继续以激情和沉稳铸就企业新的

业绩，用勤劳和创新谱写城市发展新

乐章。

王竞晗 耿标

奇瑞 QQ 是中国百姓自己的车，
它的诞生圆了很多家庭的轿车梦。1月
9日，随着第 1000001辆奇瑞 QQ暨奇
瑞新 QQ在安徽芜湖正式下线，奇瑞
QQ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微轿市场
首款畅销过百万车型。 QQ 不仅见
证了奇瑞自主创新的传奇之路，也

亲历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壮大，

是中国汽车走进家庭不可磨灭的功

臣。

十年的历程，从最初的蹒跚学

步，到今天的小车之王，QQ 以一个拓
荒者的姿态，打破了中国微型轿车的

壁垒，开拓出一片中国微型轿车市场

的新天地。作为首个开启“汽车色彩

营销”篇章的汽车品牌，它所提倡的

色彩营销创造和顺应了中国汽车发

展的历史进程，打破了“灰黑白”三色

对中国消费者汽车色彩认识的垄断，

迎合了年轻消费者时尚审美、崇尚个

性的心理需求。也正是这场由 QQ掀
起的中国汽车“色彩革命”的浪潮，进

一步催化了微轿市场的发展，为后来

众多中国 A00 级产品的诞生定下了
色彩营销的基调。时至今日，QQ仍旧
占据着车系榜冠军的地位，在 A00级
轿车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始终保

持着良好的销售业绩，持续领跑国内

微轿销售市场。

与此同时，QQ 也是一个文化引
领者，是中国汽车发展过程中时尚潮

流的领航者，在中国家用汽车消费逐

步走向成熟，消费者对品牌的要求向

个性化、人性化发展的时代，正是 QQ

对于品牌“快乐时尚文化”的不断打

磨，一改过去中国汽车仅有的公商务

车文化所带来的冰冷感觉，同时也形

成了 QQ与国内其他小车最本质的差
别，就是以“快乐、时尚”为核心的品

牌文化竞争力优势，而自 2004 年开
始，已连续举办八届的 QQ文化节，更
是开创了中国汽车时尚文化营销的

先河。经历十年的锻造，QQ所倡导的
“快乐时尚”的品牌文化，也成了中国

自主品牌中唯一具备可持续发展的

品牌文化。

襟江带湖吴越地 铁骨仁心锡城巅
———中建钢构无锡国金中心项目钢结构施工纪实

2012年 12月 30日，北京地铁在
建线路中中标最早、开工最晚、工期

却一再提前的特殊标段———北京地

铁十号线二期 01 标段工程全线贯
通。这是一段特殊的工程，以“周边商

业环境最复杂、商业补偿最多、地下

管线最多、前期迁改时间最长、工程

施工难度最大、地质条件最恶劣、施

工工法最全”而在业界闻名，在这一

标段地施工实践中，北京建工集团不

仅娴熟地掌握了地铁建设中明挖、暗

挖、盖挖、盾构等所有工法技术，而且

取得了轨道交通建设综合管理能力

的突破。

现在回忆起来，项目部经理刘希

胜仍然心有余悸。“这个标前期涉及

的占地包括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旧货

市场、珍宝馆、奔驰汽车旗舰店、十里

河附近的林地、酒店、家具城、停车

场，所有的都涉及商业赔偿，而如果

甲方不能与这些单位达成协议，我们

就根本不能进驻，更别想施工了。”

2011 年，01 标施工生产进入攻
坚年，项目部以“建地铁精品，做时代

先锋”为主题，以“管理出效益，科研

出成果，工程出精品，队伍出人才”为

奋斗目标，全体参建员工精诚团结，

艰苦奋斗，完成了所有管线改移，彻

底解脱了前期对主体结构施工的束

缚；潘家园车站主体结构完成，十里

河车站主体结构基本完成，两个暗挖

区间初支全部贯通，盾构区间左线掘

进完成，右线进展顺利，并安全通过

所有施工风险；综合现场条件与节点

工期要求，适时展开了车站附属结

构、二次结构、机电安装施工，施工平

稳有序进行。

起潘区间拥有全线风险最大的

特级风险段，是本该在十号线一期施

工完成的，但因为施工难度大、风险

难以控制，而被原中标的施工单位甩

项。面对紧邻的已经投入运营的地铁

线路、三栋砖混结构的居民楼以及巨

厚的富水粉细砂层这一世界性的地

铁建设施工难题，项目部与崔玖江、

贺长俊等 40位国内权威专家一同进
行了 14轮专家论证，历经一年零八个
月的反复研讨与实验研究，最后由轨

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宏

建和集团董事长张文龙亲自出面主持

会议确立方案。经过艰苦奋战 402天，
到 2011年 10月 24日，以既有地铁结
构最大沉降仅 1.7mm，紧邻房屋最大
差异沉降 2.7mm的优异成绩胜利攻克
难关，提前了工期 36天。

十里河车站所处环境极其特殊，

交通繁华、商户密集、管线繁多，为 01
标前期工作最繁重单位工程，直到

2011 年 9 月 4 日才完成主体围护结
构，10月 7日顶板结构完成，11月 30

日完成负一层结构，负二层剩北区 6、
7、8、9段未完成。
刘希胜向记者介绍，01 标原定计

划 2013年 7月 1日全线贯通，而且前
期进展很慢，到 2011年 10月桩才打
完，为了赶工期，2012年大年初三，项
目部的全体人员已经开始了大干。因

为 01标段项目部一定要坚持北建工
铁军的铁的纪律：不能因为工期牺牲

品质。

潘十盾构区间施工中，在饱和粉

细砂层中下穿距隧道垂直距离 5.52
米、水平距离仅 0.86米的地上 20层
建筑物船舶重工酒店，地面无法施工

隔离桩，通过多次专家论证及现场精

细施工管理，以最大沉降 3.9mm，差异
沉降 2.5mm的效果成功攻克。

在 01 标的施工过程中，项目部
先后攻克了潘十盾构区间近距离侧

穿高层建筑物、起潘暗挖区间近距离

侧穿 10号线劲松折返线、宋石暗挖
区间下穿地质条件极差的垃圾土回

填的石榴庄路等难题。

地铁项目都是项目经理终身负

责制，同时，作为项目经理，也肩负着

成本管理的职责，面对如此复杂的标

段，如何控制成本就成了一个难题。

“不能把成本算计到质量上”，对

于记者的问题，刘希胜似乎很意外，

“项目经理是负责成本，但成本不是

最重要的，成本只是最终结果，只有

确保自己的项目都是精品，就不愁没

有活干。如果因为控制成本而影响了

质量，反而可能得不偿失，而质量问

题影响最大的是施工者自己。”

2011年，项目部代表北京市住建
委迎接了新疆和田建设系统骨干团

现场观摩考察，还代表集团迎接了尼

加拉瓜国际友人现场观摩考察，并在

七部委检查中荣获安全优胜杯。北京

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吴宏

建董事长、丁树奎总经理视察 01 标
段工程，对项目部生产进度及综合管

理给予了高度评价。

由中国加盟网主办的“教育连锁·正能量 2012年度中国
教育连锁品牌总评榜”颁奖盛典于 2013年 1月 12日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盛大开幕。典礼上，揭晓了“2012年度中国教育
连锁品牌十大影响力人物”、“2012年度中国教育连锁品牌十
大公益品牌”、“2012年度中国教育连锁品牌十大投资潜力品
牌”、“2012年度中国教育连锁品牌十大人气品牌”四大奖项最
强榜单。

———记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地铁十号线二期 标项目经理部

“无中生有”打通北京地铁十号线

耿标

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在碰撞中觉

醒，对海洋的开发利用，除了资源，还

有海洋景观。将海洋景观嵌入生活可

以把宏大的主权问题涵化为居民的

日常叙事，这才是最底层的海洋意

识。

这股生活风潮的带动者是地产

商。

格力地产在其新推出的地王楼

盘“格力海岸”中首创游艇看楼的方

式，楼盘第一次与游艇被摆放在一起，

交通是楼盘价值的一个重要决定因

素，私车、公交、地铁、高铁等交通工具

都曾与楼盘联袂摆放，上海莘庄一幢

独栋别墅中还摆放了一架“二战”时期

歼 5老爷战斗机，但是，游艇作为一种
日常交通工具出现，还是初次。

游艇在格力地产设定的角色中，

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休闲工具。

“我们做过测算，从 146个岛中的
任何一个海岛，到北京的时间最多不

超过 8个小时，到上海不超过 6 个小
时，到广州不超过 3 个小时，一个小
时到香港或尖沙咀，与澳门是无缝

连接。”格力房产副总经理林强表

示。

在珠江口的外海有 146 个岛屿，
深圳未管一个，全归珠海管理。葡萄

牙当年只霸占了陆域，英国在海域中

只霸占了大屿山周围的小片临海，澳

门、香港“继承”下来的海域就很有

限。这是珠海担当起游艇文化倡导者

的地理因由。

格力抢占了这些岛屿开发的先

机。格力集团麾下的格力地产、格力

置业在万山岛、东澳岛斥巨资修建五

星级酒店，占岛步伐走得很快，甚至还

参与了造岛，珠海市政府看中格力的

融资能力，将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人

工岛交由格力地产代建，格力地产为

此专门成立了珠海格力港珠澳大桥人

工岛发展有限公司，可以看出格力集

团军作战的“夺岛”方式。

这与格力地产的全国性战略是

相符的。作为地产粤军中的新兴势

力，格力地产期望借由“格力海岸”项

目走向全国，目前已在重庆开启两江

新区总部基地综合体项目，据了解，

贵阳、芜湖、石家庄和成都等亦在考

察中。这是陆路的路线图。

海路“北伐”则以游艇挺进。沿海

岸线等距离画出的三亚、珠海、厦门、

舟山、青岛、大连等城市，格力地产将

联合当地的业主设立补给站，实现一

“艇”可航。

在珠江口“80 海里休闲圈”的内
联加上沿海岸线的外联，即是格力地

产的战略海舆图。

游艇 Style：从家门口到海岸线
何秋红

资讯

近日，“丘壑澄怀———张培武中国画作品展”在安徽省老

博物馆拉开帷幕，《张培武画集》同时出版发行。展览为期六

天，共展出《琉璃河畔》、《秋韵图》、《朝晖图》等张培武近年创

作的山水、花鸟画 130余幅国画代表作品。张培武一直追求个
性独树一帜，开创新的意境，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个性语言。

张培武作品先后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国家

商务部、美国波士顿、日本商务社、新加坡艺术馆以及中国台

湾、香港、澳门等重大场馆和个人收藏。

2013年是中国农历癸巳（蛇）年，配合《癸巳年》生肖特种邮
票，中国集邮总公司同步发行《癸巳年》邮票金银砖一组六款，这

是继 2010年以来，中国集邮生肖邮票金砖连续四年与生肖邮票
同步发行。《癸巳年》邮票金银砖以 2013年生肖蛇票为主图案，
采用 Au.999纯金和 Ag.999纯银，运用浮雕、磨砂和镜面等贵金
属加工工艺，按邮票等大（等比）尺寸精工铸造。每锭金银砖之上

刻有唯一收藏编号，并配收藏证书一本，金银砖收藏编号与证书

收藏编号一致，保证了金银砖发行的权威性及唯一性。

日前，由中国银行全球独家限量发售，仲达精舍联合深圳

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造币厂荣誉出品，取材于范

曾十二生肖画作的贵金属系列产品经过三年的潜心研发与精

心铸造日前终于面市。该作品以我国著名书画大师范曾平生

最为得意的作品《十二生肖》为蓝本设计。据了解，范曾十二生

肖贵金属产品包括邮票式金条、金章、银章、金条四种类型。据

了解，深圳市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优秀

理事单位，有近 20年黄金产品制造实力。

对于目前北京活跃的甲型 H1N1流感，疾控专家称，作为
季节性流感的一种，甲流可防可控。专家提醒，家庭可以备用

一些流感防治药物。其中，我国科技创新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开

展了治疗甲型 H1N1流感循证医学研究。结果表明，连花清瘟
胶囊在抗病毒作用方面与西药治疗甲流的主要药物达菲无差

异，在缓解流感症状，特别是退热和缓解咳嗽、头痛、肌肉酸痛

和乏力等症状方面优于达菲，从药物经济学角度，治疗费用仅

为达菲的 1/8。

近日，由人民网主办，人民在线、中国发言人俱乐部承办，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学术支持的“微公益·传大爱 2012中国发
言人年会暨‘公益传播·幸福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在北京举行。华润涂料副总经理、威士伯中国法务总监方昕表

示，“华润涂料多年来持续关注教育事业，已连续在广东偏远

山区捐助多所希望小学。我们的公益事业已经不仅仅是为了

打造企业声誉而进行的口号，而是出于内心的责任感，希望局

部带来的力量可以深度整合公益资源 ，从而带动整个公益向

更深层次的发展。”

1 月 4 日，腾讯游戏主办的“2012next idea 腾讯互动娱乐
校园创意大赛”在深圳音乐厅开启。最为重磅的 30万元创意
大奖最终由“三人行”团队斩获，其团队为《英雄联盟》量身定

做的“马勒第兹”海豚角色造型，深受评委喜爱。腾讯互动娱乐

事业群副总裁程武表示，腾讯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把传统的戏

剧、文学、视频、音乐等通过互动娱乐的方式，更快地接触到亿

万用户。据透露，第二届“next idea校园创意大赛”将于 2013
年 4月份正式启动。

1月 9日，一个功能齐备、品种齐全、配套完善，日均 2万
吨蔬菜吞吐能量的华东最大的“菜篮子”工程———位于合肥市

长江东路的合肥徽商大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式建成并开门

迎客。新开业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为了丰富合肥市民餐桌而

举办的首届徽商大地年货博览会也同时开幕。市场开业期间

举办的为期 5天的首届徽商大地年货博览会，在市场 500多
家经营户在面向采购户采购的同时，将全面向普通市民开放，

让市民享受到合肥地区从未有的“直供价”。

员月 远日，由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共青团北京市朝
阳区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2012 年西部温暖计划”总结
表彰盛典在北京举行，心灵海盖娅慈善联盟与生态联盟同期

启动。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兰花草艺术基金秘书长张世

杰介绍，“2012年西部温暖计划”北京有 2032人次高校及社
会志愿者参加了服务工作，在 150余个募集点共募集棉衣棉
被 60多万件，图书 12万余册，下一步，将围绕温暖计划实施
地区开展“一对一助学”、“光明行”等公益项目。

1月 8日，由《21世纪商业评论》、《21世纪经济报道》、中
央新影集团、《21世纪经济导报》联合主办的“2012中国商业
模式高峰论坛暨 2012中国最佳商业模式评选颁奖典礼”，在
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反周期创新：跨界与融合”。论

坛评选出年度中国最佳商业模式奖、年度中国最佳商业模式

创新奖、年度中国最佳商业模式单项奖三个奖项。

张培武国画展合肥盛大开幕

《癸巳年》邮票金银砖正式发行

范曾十二生肖贵金属藏品面市

连花清瘟胶囊发力甲流防治市场

华润涂料获 2012微公益单位奖

腾讯借“next idea”助力创意产业

华东最大“菜篮子”建成迎客

西部温暖计划表彰盛典举行

21世纪中国商业模式高峰论坛召开

教育连锁品牌总评榜颁奖典礼开幕

奇瑞QQ成中国首款超百万微轿
本报记者 吴明 张晓梅

潘家园车站竣工图

正在施工的无锡国金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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