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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三通激发军民融合产业生态新活力
——《军工科研院所基于
“三融三通”的军民融合技术产业生态链构建》荣获二等奖
耿标

军民融合作为国家战略，关
乎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既是兴
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强度专
业显著的基础性特点使强度所在
军民融合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
军用航空技术可以无缝对接应用
于其他军、民用工业领域。多年
来，本着“技术同源、产业同根、价
值同向”的发展原则，强度所以强
度技术为核心形成了众多符合
“高端装备、高新技术、高附加值”
方向的技术与产品，探索出了一
条具有强度专业特色的技术产业
发展之路。
近日，第二十五届全国企业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结果揭
晓，由强度所创造的成果——《军
工科研院所基于“三融三通”的军
民融合技术产业生态链构建》荣
获二等奖。提及获奖成果，主创
人强度所所长王彬文研究员解释

道，所谓的“三融”是指将强度技
术融入大航空、大防务、大工业市
场领域，
“三通”是指贯通技术、市
场、人才核心要素。而该产业生
态链的最大特点则是明晰了强度
技术产业低成本、高附加值的“技
术+产品”发展定位；优化了以产
业创新带动基础创新和工程创新
的技术协同创新模式；构建了以
强度技术为核心，
“ 技术服务、试
验支持、产品定制”的主体；最终
助推强度所形成高效益发展、全
要素融合、多领域跨越、大尺度转
型的发展格局。
通过实践，强度技术产业生
态链对强度所转型发展的推动作
用日益凸显。在经济结构上，改
变了长期以来总产值主要依靠预
先研究和装备研制的局面，实现
了预先研究、装备研制、技术产业
三大业务板块并驾齐驱、三足鼎
立、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经济
效益上，总产值年增长率保持在

12%左右，利润年增长率保持在
15%左右。技术产业的产值年平
均增长率更是超过 20%，对总产
值 的 贡 献 率 由 17.7% 提 升 到
37.7%。
军民融合技术产业生态链同
时还增强了强度所技术产业的
战略管控和业务衍生能力，实现
了“两大转型”，即从被动自发的
粗放式发展方式向战略牵引的
集约化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从
“小、弱、散 ”无关离散的 业 务 体
系向以强度技术为核心相关多
元业务体系的转型。还加速了
强度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融入
民用工业产业链的进程，形成了
产品、服务、市场、资源等全要素
融合的发展局面，实现了优势互
补 、效 益 最 大 、效 率 最 优 的 融 合
发展目标。
实践表明，基于“三融三通”
的军民融合技术产业生态链打通
了技术与市场、军用与民用、科技

主创人——强度所所长王彬文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通道，推动并
形成以强度技术为核心的业务谱
系由内向外的辐射性发展和价值
创造，形成了市场驱动的由外向

内的强度技术的快速提升与跨越
式发展，为破解军工研究院所军
民融合机制不畅的难题提供了有
益参考。

带领开疆拓土的勇士 燃烧青春的激情
徐晨晨 耿标

舍小为大 无私坚守奉献

迎难而上 终获硕果累累

以身作则 展现铁血柔情
在工作中他是严师，在生活中
他则是益友、是兄长，从员工的衣
食住行到感情状态，事无巨细他都

个人荣誉

2016 年初，
基础设施工程公司
承接了十堰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
设任务，由于首次接触地下管廊的
建设，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地质条
件也尤为恶劣，曾小勇一来到项目
就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征拆困

产、狠抓质量安全、重视科技创新、
注重商务策划、加强团队建设、打
造品牌形象；对外，他克服征拆困
难、创新管理模式、解决施工战线
长远分散、山区地质环境复杂等问
题，最终圆满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并顺利竣工验收。
苦心人天不负，在项目团队拼
搏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累累硕果。

团队荣誉

曾小勇，出生年月：1987
年 7 月，中共党员。2010 年从
武汉科技大学交通工程专业
毕业后进入中建三局二公司
基础设施工程公司，先后在武
咸公路改造工程第二项目部、
武咸延长线工程项目、东湖通
道第二项目部及十堰市地下
综合管廊 PPP 项目担任施工
员、工区长、质量总监、生产经
理、项目执行经理，现任十堰
市航空路+火箭路+浙江路跨
火箭路 PPP 项目党支部书记、
项目执行经理。

2013 年 ，全 国 最 长 的 湖 底 隧
道、武汉市重点工程——东湖通道
工程建设正如火如荼，曾小勇时任
该工程的生产经理，面对复杂困难
的施工环境与紧迫严格的施工履
约目标，他果断放弃无数个假日，
带领兄弟们长期奋战在施工一线。
2015 年刚刚新婚的曾小勇由
于放心不下项目施工进度，快速简
单的举办婚礼后，马上投入到紧张
繁忙的工作中。皇天不负有心人，
12 月 28 日，东湖通道顺利实现通
车，项目得到参建各方和社会各界
的高度评价。他本人也荣获了
2015 年中建三局二公司“突出贡献
奖”。

难、规划调整、施工战线长远分散、
山区地质环境复杂……加上隧道
施工与普通房建不同，在狭小的空
间内作业，采用传统现浇施工效率
低下，施工质量得不到保证。为了
提高效率，保证优质履约，他带领
项目团队开启了“5+2”
“白加黑”的
刻苦钻研，一起查阅各种文献资
料，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提前解决
外部沟通问题……苦心人天不负，
项目团队的拼搏和付出结出了硕
果。很快，项目团队编制的《管廊
隧道内部结构预制拼装施工技术》
问世，项目团队的这一成果也荣获
局级二等奖。
为加快施工进度，曾小勇带领
项目团队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先
后编制了《多舱型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一体化内外钢模台车施工工
法》、
《多舱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关
键施工技术》极大推进了施工进
度，其发明的《一种基于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的管廊支撑结构》、
《一种
钢模台车锯齿形端头模板装置》也
成功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曾小勇靠着顽强毅力和团队
的支撑，克服着 PPP 项目建设中的
诸多困难。对内，他推进施工生

时刻关注着。
在山城十堰，寒冷的冬天呵气
成冰，他以身作则每天坚持带领大
家晨跑一小时，打造大家强健的体
魄；炎热的夏季他带头慰问一线工
友，酷暑中亲手为他们递上一份清
凉。在业余时间，他经常带领大家
进行户外团建活动。
今年，已是曾小勇参加工作的
第九年。九年来，他对自己始终保
持着高要求、严标准，2019 年，他
将带领开疆拓土的勇士，继续燃烧
青春的激情与梦想，奋勇争先，砥
砺前行。

2016 年荣获十堰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武当杯）
2017 年荣获中建三局二公司“十佳团队”称号
2017 年荣获中建三局“青年文明号”
2017 年荣获中建三局“廉洁文化进项目”示范点项目
2017 年荣获中建三局 CI 创优项目
2017 年荣获湖北省安全文明施工现场（楚天杯）
2017 年荣获湖北省总工会“工人先锋号”
2018 年荣获湖北省工程建设 QC 成果一等奖
2015 年荣获中建三局二公司“突出贡献奖”。
2016 年荣获中建三局基础设施系统优秀项目经理
2018 年荣获湖北省工程建设 QC 成果一等奖
2018 年荣获中建三局二公司“十佳员工”

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项目部
运用智能平台加强安全培训

中铁九局四公司钢结构工程队
职工夜校提升职工素质

中铁九局四公司吉林“三供一业”项目部
开展植树活动

3 月 24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深圳地铁项目部和深圳市
龙岗区宝龙街道办联合举办了题为“龙岗第一课”的安全
施工专题培训。培训借助新媒体平台，让职工和劳务工手
机扫描二维码，通过“指尖”操作自助完成注册、登录、签
到、学习、答题等环节。项目全体员工和劳务人员通过观
看视频短片，学习了包括施工安全、电动自行车安全、道路
行车、防火防灾、预防网络诈骗和急救等内容相关知识。
此次培训，增强了项目部全体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同时
也促进了企业与地方的融合。
（刘有）

中铁九局四公司钢结构工程队围绕职工所关心的课
题制定职工夜校学习方案，
充分调动项目部职工学习热情，
不断提升职工综合素质。一是做好整章建制工作。项目
部制订了学习计划，并严格学习考勤，确保职工参与率，使
职工夜校工作有序推进。二是采取灵活多样方式。按照
工程进度和职工实际需要制定培训内容，注重过程中从实
际工作出发，
落到实处，
不流于形式。三是做好定期总结工
作。按照夜校开展情况，
分阶段、
分重点、
分人员进行考核，
并定期进行表彰总结，
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刘国民）

为积极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3 月
12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沈阳铁路局吉林“三供一业”二期
改造工程项目部白城区域与长春市热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白城分公司在当地辽北家园小区内开展了以“响
应生态建设，发扬志愿精神”为主题的植树活动，共计 16
名员工种植各类树木 8 株。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
了项目员工的志愿服务精神，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展现
了央企风采。
（刘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