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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国企

中冶集团构筑钢铁行业
“梦工厂”
本报记者 蔡钱英

“要秉持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

G 04 公司

中铁上海局钢结构公司
生态文明示范厂区获
“高大上”好评
“春季鸟语花香、夏季绿树成荫、秋季菊花争艳、冬季
腊梅飘香”。走进中铁上海局钢结构公司的厂区大门，映
入眼帘的是一条笔直的主干道，两侧葱郁的行道树和盛开

理念，
将湛江钢铁基地建设成现代化、

的花朵，令人赞叹。徜徉在这“以景穿线”繁花似锦的厂区

2013 年 7 月，宝钢湛江钢铁项目

生态化、高效益，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碳

内，职工们的心情无比愉悦，干事创业的劲头十足。

在湛江市东海岛打下主体工程的首根

钢精品基地，成为清洁生产、资源节

桩，2 万多名建设者在东海岛奋战了

约、环境良好的生态工业园，
成为循环

海新区，产区建设用地 200 亩，总建筑面积 13.4 万平方米，

860 个日夜，
开辟了宝钢二次创业的主

经济示范区，成为‘湛蓝’一部分。”徐

年产 15 万吨钢构件的 1 号、2 号厂房已经全部投产，新建厂

战场。

乐江这样讲道。

区是中铁上海工程局与锦州市政府采取招商引资方式重

2016 年 7 月，在宝钢湛江钢铁项

中铁上海局钢结构公司新产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滨

点打造的亮点项目，也是锦州市政府 2015 年重点招商项

目 2 号高炉即将点火之际，
《中国企业

目。新建厂区将承担各类钢结构工程、机电工程的制作和

报》记者跟随国资委“走进新国企”采

铸就世界焦化行业样板

访团走进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参观

对于黑色冶金-钢铁行业来说，
湛

新厂区的设计、建设，立足于高起点、高标准和领先性

了湛江钢铁项目全产业链，全面详细

江钢铁项目的建设，
是落实国家《钢铁

理念，工厂采购了智能焊接、数控切割、自动折弯等行业先

地了解了钢铁冶炼的全过程。

产业发展政策》、实现布局调整和产业

进设备。按照设计规划，将确保五十年不落后。与此同

结构升级的一项重大决策，代表了中

时，以绿色建企作为发展宗旨，严格按照国家“十三五”
“创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计划在 2016

安装工程业务。

年 11 月全面建成投运。当前，钢铁行

上，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冶金建设承包

念，积极践行国家新《环保法》和广东

国黑色冶金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是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行厂区绿化

业进入了一个激烈竞争和低速增长的

商、冶金企业运营服务商，
为中国冶金

省执行新排放标准的要求，率先大胆

中国钢铁工业由大到强转型发展史上

建设。公司把握好每一个施工环节，通过对园林造景、假

时期，湛江钢铁项目将会按照国家钢

工业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采用焦炉、烧结工艺脱硫脱硝综合环

新的篇章。

山设计、绿地规划、花卉培植等方面的施工，使公司绿化占

铁产业发展政策要求，本着“简单、高

中国五矿集团总经理、中冶集团

保技术，
不断加大环保投资，
提升环保

宝钢湛江钢铁工程在立项之初，

地达到 6000 平方米。在人文景观建设上，公司以“绿色、环

效、低成本和精品生产”的战略定位，

暨中国中冶董事长、党委书记国文清

致力于成为世界最高效率的绿色碳钢

指出，湛江钢铁项目是宝钢和中冶双

据统计，宝钢湛江钢铁项目在节

薄板生产基地，
成为钢铁行业的
“梦工

方合作的重要承载，也是双方合作的

能环保上已投资 64 亿元，共采用成熟

厂”
。

优质产品。中冶人要站在国际水平的

可靠的节能环保技术约 116 项，
确保了

为此，中冶集团用一流的优化设

公司自 2016 年 5 月搬迁至新厂区以来，先后承接了多

高端和整个冶金行业的高度，进行顶

项目满足国家对重工业行业的特别排

计匹配一流的精细施工，全力以赴为

个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在现代化厂房里进行工程所需的

强强联合
助力宝钢二次创业

层方案设计，
以独占鳌头的核心技术、

放要求。

湛江钢铁工程保驾护航。

钢构件加工，不但降低了制造成本，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受

在宝钢进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水平。

就确定要建设一座现代化、生态化、高

保、自然、和谐”为主题，通过建设凉亭、文化长廊、园林奇

技术、高效益，
体现循环经济和节约型

石等人文景观，有效充实了休闲功能、丰富了文化内涵，彰

社会理念的碳钢板材精品基地。

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

为了打造一个
“全球排放最少，
资

中冶集团还采用了同类工程中最

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公司还在本年度荣获了

持续不断的革新创新能力，在争做世

源利用效率最高，企业与社会资源循

低的单位投资额，
取得了
“节能环保水

住建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颁发的中国建筑工程钢结

界第一冶金建设运营服务国家队的战

环共享”
的绿色钢铁企业，
中冶集团把

平不降低、核心工艺装备不减少、运营

构金奖。

湛江钢铁项目被确定为宝钢二次创业

略目标过程中，承担起引领中国冶金

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理念贯穿

成本竞争力不下降”
的成果，
保证了湛

的主战场之一，也承载了宝钢现有产

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国家责任，努力成

于设计、技术、装备等全流程和各环节

江钢铁在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能的转移。

为引领中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迈

中，
大胆选用脱硫脱硝、厚板控冷控轧

水平的同时，具备了极强的成本竞争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在此前召

进的“推动者”，成为“钢铁强国梦”的

等新技术，脱硫效率达 95%以上；建设

力，进一步深化了中国钢铁工业市场

7 月 9 日台风“尼伯特”登陆福建石狮，造成宁德古田部

开的宝钢建设系统座谈会上表示，
“湛

“守护者”，成为钢铁国际产能和装备

全封闭式原料厂，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化理念，加快了核心技术、核心装备

分区域停电。台风期间，国网宁德供电公司提前备战，多次

达到 98%以上、
废水 100%处理，
实现污

“走出去”
的步伐,为中国钢铁事业向更

召开专题会议，针对电网薄弱环节，部署防台风准备工作，

江钢铁是宝钢和中冶两家央企成功合

无可替代的冶金全产业链整合优势、

制造合作的
“主导者”
。

作的典范，宝钢的发展离不开中冶集

水“零排放”，含铁尘泥 100%厂内循环

团的贡献，
‘先有中冶，
再有宝钢’
‘
；没

绿色湛钢：
打造生态冶金典范工程

使用，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环境负
此外，中冶打造的世界首个含铁

主力军，
中冶集团从 1948 年投身
“中国

在湛江市市长王中丙看来，
“湛江

钢铁工业的摇篮”
鞍钢的建设，
到建设
武钢、包钢、太钢、攀钢、宝钢等，中冶

高水平发展贡献力量。

（索成龙 才昊）

台风“尼伯特”过境 宁德电网平稳运行

要求各部门、各单位立足正面登陆的可能，突出重点，不留

在宝钢集团和中冶集团的顶层设

死角，
扎实做好防御工作。7 月 8 日，
该公司系统进入应急值

计下，湛江项目运用国际一流的工程

班，班子领导奔赴古田、福鼎、柘荣等防台防汛重点单位，应

技术和自主研发的国内外先进工艺技

急体系相关人员取消双休，各部门、各县（市）供电公司积极

综合固废处置中心，
90%以上的废渣可

术、环保技术、先进装备等，调整建设

行动起来，全面做好各项防御台风准备工作，所有抢修力量

钢铁项目不光有生产力的竞争力，还

以返回高炉作为炼铁原料，在国内首

布局，加快转型升级，优化管理，精雕

严阵以待，
物资供应到位。7 月 9 日晚，
全员进入临战状态。

要有环保的竞争力。
”

家实现含铁尘泥 100%厂内循环使用。

细琢，高品质、低能耗、强有力地锻造

台风登陆后，国网宁德供电公司系统抢修力量第一时

宝钢湛江钢铁项目的环保投资占到静

出源源不断的“工业粮食”，铸就了世

间对受损线路进行抢修，截至 10 日 18 时，所有受损线路均

态投资的 14.5%以上。

界焦化行业的
“样板工程”
。

已抢修恢复供电。

有中冶，
就没有宝钢’
。
”
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开拓者和

集团承建的钢铁项目占国内钢铁市场

由中冶集团设计、施工、建设的宝

的 90%以上，
占世界钢铁市场的 60%以

钢湛江钢铁项目秉承“环境经营”理

荷。

（雷美容 张倩倩）

“腾讯武汉”的绿色美容师
——记中建三局二公司腾讯武汉研发中心项目经理孙志凌
动，微信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建筑构件各种指

方协调后水渠连接市政管网，避免工地污水

雾系统单次喷雾 10 分钟左右即可有效抑

标数据，运用 BIM 放线机器人进行管线定

流入湖中。

尘，还可使地面降温 5℃。循环利用资源，

位……这一系列“高大上”举措的背后，凝聚

孙志凌带 领团队将项目绿 化面积提高至

锁块。这种道路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环保节

经理孙志凌的心血和汗水。

4327㎡，占项目非作业面积的 15.4%。设置

能，
周转使用。

环形封闭道路，保证行车通畅；安装可放倒
式反光车档，将行人和机动车完全分离开，

齐刷刷地亮起来。太阳能路灯以太阳光为

头对建设工地的情况一目了然。26 个监控

互不干扰，保障人员安全。在有大量车辆需

能源，白天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晚

探头实现全覆盖，管理人员在电脑固定端

要通行时也可将反光车档放倒，以增加车道

上蓄电池给灯源供电照明，无需复杂昂贵的

及手机客户端就可实时监 控整个施工区

缓解场区交通压力，
实现
“人车兼顾”。

管线铺设，安全节能无污染，避免了触电火

腾讯武汉研发中心毗邻汤逊湖畔，项目
根据所在地雨水充沛的特点，在工地排水沟

放于办公室，施工现场实物与资料数据无法

最低处安装集水箱，收集的雨水经过三级沉

一系列文明施工让项目荣获中国钢结

有机结合的现状，项目引进并在结构验收、

淀处理，不仅可以用作消防、绿化、混凝土养

构金奖等诸多荣誉，业主单位专程发来表扬

实测实量、钢构材料、机电材料、人员名片、

护用水，还可供喷淋系统“人工降雨”，年节

信。

施工工艺、展板及安全教育交底上使用了二

约用水 4000 余吨，
节省成本近 2 万元。

即可得到材料进场及检验信息、人员教育交

安装空气能热水器，该热水器不需任何燃

景秀美汤逊湖畔的一个“科技建筑”正拔地

底情况、结构浇筑时间、人员及实测实量等，

料，利用电能将空气中的低温热量吸收进

而起。该项目的建设以绿色优先为核心、人

真正实现了指尖上的项目管理。同时，通过

来，经过压缩机压缩后转化为高温热能来

本优先为基础、科技优先为主线，已成为绿

面坡度的节点防水处理成为重点。按照设

二维码的数据云端在线分析、自动统计、预

加热水温，其用电量不到一般热水器的四

色环保、科技引领的示范工程。

计单位的设计方案，将龙骨直接打在屋面

警质量隐患，保障施工过程控制有序进行。

分之一，可供 400 余人使用，年节约电费约
4.5 万元。

孙志凌解释，让“二维码”进工地，可看到建

反复研究后提出，在屋面上加上 155 道反

筑构件的各种指标数据和责任人，便于监

设置塔吊喷淋系统、道路喷淋两套喷水

长做起，逐步成长为一名建设专家。如今，

梁，再将龙骨做在反梁上，最终完美解决了

督，还可通过数据云端在线分析、自动预警

系统可使场区扬尘减少 85%。其中塔吊喷

他 的 足 迹 已 遍 及 四 川 、青 海 、山 东 等 地 。

渗水。

质量等问题。

人工放线定位机电消防管线误差较大，
为此，孙志凌带领团队率先在行业内应用开
展了 BIM 模型深化设计，设计完成的三维

快找到施工者，将其调岗，并推倒砌体墙重

立体模型更加直观一目了然。此外，采用放

做。

2014 年底开工，
计划今年完工。
“该项目必须

线机器人放线，极大地减少了施工误差，实

走在科技前沿，必须打造成绿色示范工程。”

现管线一次成型。

注重创新攻克难题

从空中俯瞰该项目效果图，整栋建筑

走进腾讯武汉研发中心项目部，放眼望

20 米高，内径 60 厘米，为空腔薄壁清水砼结

去，偌大建筑工地，鲜花绿草摇曳着赏心悦

构，其中清水砼廊柱此类结构是国内首次设

目的青翠，塔吊上、道路旁的自动喷淋系统

腾讯武汉研发中心建筑造型像一只卧

计推广使用。为实现这一设计，孙志凌带来

同时喷出水雾，在空中、地面形成一道道“水

着的企鹅，属多位异型斜屋面，即共有 7 个

团队专门研发了空腔薄壁自密实清水混凝

雾幕墙”，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梦幻

屋面，高度从 3.7 米到 9.6 米不等，屋面的剖

土，浇灌混凝土时让其自动往下流，最终清

世界”，昔日建筑工地尘土飞扬的场景已经

面角度是 4 度到 14 度不等。为了实现这一

水效果得到各方认可。

一去不复返。

攻克了重重建设难题。
屋面部分包含普通混凝土与压型钢板
组合楼板，极易形成缝隙导致渗水，因此屋

将对 IT 人才、武汉互联网产业带来利好，而
做好腾讯武汉研发中心的建设是第一步，
做成标杆工程，责无旁贷。

绿色为先示范引领

31 根廊柱显得庄严和素雅。31 根廊柱均为

独特造型，孙志凌带领技术团队进行创新，

孙志凌说，腾讯武汉研发中心的建设，

一次，孙志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面砌体
墙垂直度、平整度不过关，他用微信一扫，很

2 层，地上 5 层，总建筑面积 7 万多平方米，

自担任项目经理伊始，
孙志凌就立下了目标。

“科技引领建筑，建筑与绿色共生”已成
为建筑领域发展的风向标。如今，坐落在风

上，则会破坏原有防水系统而渗水。孙志凌

作为省、
市重点项目，
腾讯研发中心地下

年，
年节约用电近千度。

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项目在生活区

进入中建三局二公司，从一名普通的项目工

中心项目经理。

灾事故的发生。每台路灯使用年限长达 8

针对原有项目管理里面各类资料均存

维码，工作人员在实物前仅需拿出手机扫描
腾讯武汉研发中心项目经理孙志凌

2015 年 1 月，孙志凌被任命为腾讯武汉研发

每当夜幕降临，工地 12 台太阳能路灯

APP。该 APP 通过出现在页面上的监控探

域。

1999 年，孙志凌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

在总平面主东侧道路选择用预制混凝土连

着中建三局二公司腾讯武汉研发中心项目
项目联合腾讯公司开发“iDMSS Lite”

程莞茹 曾婷婷

通过原地貌绿化、回填土绿化等方式，

“不污染湖泊、不给‘武汉蓝’抹黑。”这

“互联网+”管理提升
登录手机 APP，可看到施工现场一举一

是孙志凌提出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在该项
目尚未正式开建时，旁边有一条废弃水渠通
往汤逊湖。孙志凌立即将水渠进行改造，多

腾讯武汉研发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