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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巧：凭借神奇
“三铁”书写建设奇迹
周双平 李羊 田浩

中铁四局二公司副总级项目
经理陈广巧，
负责盐城高铁枢纽道
路工程建设工作，
办公室墙壁上悬
挂的工程实施步骤赫然醒目，
标注
着每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为确保
盐城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能在
2019 年 12 月 15 日顺利通车，这一
年的时间里工期紧、难度大、任务
重，
作为项目经理的他付出了比以
往更多的努力与心血。越是难事
越是做在前头，
聚焦
“高新尖”
啃下
“硬骨头”
，
他带领着中铁四局二公
司成员，
以铁人般的意志克服种种
困难，培养“铁军”般的队伍，打赢
了一次又一次硬仗，
在盐阜大地上
创造神奇，
书写建设奇迹。

铁打的身体：术后四天
回工地只为顺利通车
盐城高铁枢纽道路工程建设
体量大，各种管线复杂，且东广场
要求 2019 年 12 月 15 日通车运营，
工期紧、
任务重、
安全风险高、
施工
压力巨大。
从 2018 年 12 月承担盐城铁
路综合客运枢纽道路工程起，陈
广巧白天深入工地一线，紧盯施
工现场，一刻不敢放松；晚上挑灯
夜战，看方案、审图纸，思考工期
进度。
2019 年八月底的一个晚上，
吃完晚饭的陈广巧感到腰部疼
痛 ，老 毛 病 输 尿 管 结 石 又 犯 疼

了。本想夜里去急诊，但还是在
屋里来回走动，坚持了一夜。陈
广巧回忆，第二天早上到医院检
查之后，发现结石的硬度很大，必
须做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陈
广巧输完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在家休息了三天后，第一时间回
到了项目施工现场。虽然医生嘱
咐要静养一个月，但一天不在工
地，陈广巧就放心不下。本应 9 月
17 日去医院取管子，陈广巧因一
直沉浸在工地上的事务里，拖到 9
月 22 日才去。后来费了大周章，
不得不又做了一个全麻的手术，
才找到管子取了出来。
铁打的身体背后是陈广巧铁
一般的意志力和责任心。在陈广
巧的带领下，一年时间，从桩基施
工到墩身群拔地而起，
从连续梁合
龙到桥面系铺装，
工程一天一个变
化，
各条匝道雏形在不知不觉中已
呈现在盐城人民面前，
曾经的一片
沼泽地现已道路纵横、连接四方，
这样的建设速度令人叹服。
在盐城高铁枢纽道路工程建
设过程中，
有几次夜里需要灌注混
凝土的地方比较多，
陈广巧担心混
凝土跟不上，
恐怕灌车调配出了问
题影响混凝土灌注，
他和职工一起
工作到深夜，
项目连续梁施工成功
提前三天完成合龙。

铁打的团队：万吨桥梁
顶升抬高 2.87 米
在建设奇迹背后，
陈广巧带着

“铁军”
队伍，
打赢了一个又一个硬
仗，
啃下一个又一个
“硬骨头”
。他
总是有办法将人心聚齐，
拧成一股
绳，朝着目标前进，完成别人眼里
不可能的事情。
带领着敢打硬仗的“铁军”队
伍，
陈广巧提出
“确保一个承台，
力
争两个承台”
更加响亮的目标任务
口号，
全身心投入到拼抢承台施工
当中，加班加点，昼夜奋战。2019
年春节是 2 月 5 日，
陈广巧团队在 2
月 2 日完成了两个承台施工，超额
完成重大节点任务。
越是难题，越做在前；越是艰
巨，越往前冲。在建设过程中，陈
广巧团队要对高架三期青年路东
的一段既有桥梁采用特殊的
“顶升
施工”技术手段，这在盐城尚属首
次，
要针对盐城的实际情况研究特
定的技术方案。
陈广巧认为，
团队建设是项目
部的灵魂，
团结一致、
吃苦耐劳、
不
断学习是队伍应有品质。这个团
结一致的队伍背后有着陈广巧推
己及人的善良与付出。项目部几
乎所有人都是离家在外，
没有节假
日的概念，
照顾不到家里。作为项
目经理，陈广巧将心比心，在项目
部每年开展小候鸟夏令营活动，
推
行
“反探亲假”
，
让家里人到建设地
住一段时间，特别是每年的暑假，
小孩特别多，
项目部会安排孩子们
在盐城接受革命老区的红色教育，
游览自然优美的湿地风光，
十分有
意义。

陈广巧

铁打的质量：对盐城人
民负责确保高质量
早在 2014 年至 2015 年，陈广
巧团队在盐城工程建设界就小有
名气，
他在盐城做的首个工程荣获
江苏省
“扬子杯”
奖，
被评为中国中
铁“优质工程”。那是陈广巧被中
铁四局委以重任，首次带队来盐，
开拓苏北市场，
负责的工程是盐城
高架二期
“盐城快速路 X1 标”
。
陈广巧介绍，
盐城高架二期施
工到最后一个阶段时，
通过一年多
的建设，他发现青年路西延段（青
年路—204 国道）那段老路路面情
况不能承受现在的通行压力，
需要
重新修建。当时离开通目标还有
50 多天的时间，
其他项目还在施工
中，压力比较大，矛盾中的陈广巧
最终决定建议建设单位将那段路

整体重新开挖做路基、路床，最终
得到建设单位认可。
从事建设工作 20 年来，每当
看到自己负责的工程建成运营，
从
无到有，从荒凉到繁华，陈广巧心
生自豪：对社会，扛起了建设的责
任担当；对企业，完成了任务带来
了收益；
对职工，
知人善用，
提供良
好的福利待遇。
陈广巧凭借以身作则的带头
作用和将心比心的温暖柔情，
将团
队培养成一支凝聚“铁军魂”的队
伍，在盐城工程建设中披荆斩棘、
攻坚克难，
昼夜不停、
倒排工期、
鼓
劲大干，先后开展了大干 60 天、大
干 200 天、
冲刺 45 天等贯穿全年度
的各种劳动竞赛活动，
施工现场始
终热火朝天、振奋人心，以最快的
速度完成高品质的工程，
续写建设
行业的壮美篇章。

资讯
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
掀起“大干 100 天”劳动竞赛活动热潮
6 月 5 日下午，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在南京总部召开
“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 天”专项劳动竞赛动员会议，从
而掀起了新一轮施工生产热潮。本次劳动竞赛从 2020 年 5
月 20 日开始，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结束，
竞赛内容是“比经营
开发，保市场份额；比生产组织，保营业收入；比提质增效，
保经济效益；
比现场管理，
保安全质量；
比形象进度，
保重点
工程；
比作风建设，
树企业形象”。目标：施工产值 8.5648 亿
元，
实现安全质量无事故。
（徐伟 吴慧 左新国）

国内最重单体管廊桥主体结构完工
5 月 30 日，随着武九北综合管廊罗家港管廊桥桥头张
拉孔封锚工序完成，标志着由中国中铁七局承建的罗家港
管廊桥主体结构施工完成。该桥自重 2900 吨，是目前国内
最重的一座单体管廊桥。武汉市江南中心绿道武九线综合
管廊工程位于武汉市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主线管廊全
长 13.25 公里、支线管廊全长 2.98 公里及 540 米建设十路道
排工程，
管廊断面以三舱为主，
局部二舱、四舱，
建成后将容
纳电力、给水、热力、通信等管线，地上建设绿道景观，打造
沿长江主轴滨江核心区的生态文化长廊。
（郭强）

联合事故应急演练 筑牢海外安全防线
6 月 10 日，刚果（金）华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铁
九局刚果（金）项目部及其他参建单位在矿区尾矿库开展事
故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包括火灾扑救、防毒气训练、手持风
力灭火器及背包式往复水枪使用等，本次演练共持续两小
时。随着演练指令下达，安全应急小组、扑救车辆迅速出
动，在确认现场形势状况、燃烧火势及燃烧介质、风向及周
边环境后开始了演练操作。演练结束后，各单位对演练效
果给予高度肯定，同时对中铁九局刚果（金）项目部快速应
急反应率先抵达火场的速度给予赞扬。 （宋鹏 梁梅莲）

中铁四局建筑公司南京溧水公建
PPP 项目新党校教学区工程交付使用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双洮项目
三工区主线全线首家贯通

6 月 6 日，由中铁四局建筑公司承建的南京溧水公建
PPP 项目新党校教学区项目正式交付使用。据了解，该项
目总建筑面积 47502.86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学校同
时培训 1500 人的功能需求，将成为南京市溧水区的地标性
建筑。自 2017 年 10 月 22 日工程正式开工以来，项目部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 16 项质量管理制度，建立
了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保证体系，科学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加强标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受到了各方好评，先后荣获南
京市和江苏省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南京市优质结构工程，
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状”
“工人先锋号”
“安康杯”竞赛优胜班
组等多项荣誉。
（张飞）

6 月 7 日，由中国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双洮项目
三工区路面工程主线贯通，成为双洮高速公路全线第一家路
面主线完工的单位。双辽至洮南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
网中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G45）双辽至嫩江联络线的一部
分，也是吉林省高速公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铁五局机
械化公司承建的三工区位于吉林松原市长岭县，主线全长 32
公里，工程造价 7.08 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
计速度时速 120 公里。项目建成后，双辽至洮南将从现行 4
小时车程缩短至 2 小时以内，对振兴老工业基地、带动当地
旅游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秦佑其 杜淑萍）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拥有债权资产详见附件。我公司拟进行处置上述资产，
处置方式为单户处置或组包处置，
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要求为：
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受让该资产：
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有效期：
自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止，
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咨询，
有意向者可提交书面意向书。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罗先生 联系电话：
010-6606 0006-4121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93 号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10-665112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0 年 6 月 16 日
附件-债权明细表
序号

债务人

1

中信国安集团
有限公司

2

中标集团总包
建设有限公司

3

北京易丰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币种

本金

利息

其他债权
（代垫费用）

债权合计

债权基准日：
2019年11月30日
担保措施

抵押担保：
1.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4号楼5层4单元505-506号、
西城区牛街东里一区2号楼1层112、
朝阳区向军南里5号楼13层1308、
西城区红土店南
里2号楼2层③-2-201、
西城区建功北里四区2号楼11层⑤-11-1104、
西城区樱桃二条8号院1号楼11层⑤-11-1102、
东城区兴西里17号楼6层3
人民币元 247,275,333.33 4,600,934.24 1,602,600.00 253,478,867.57 单元601号、
朝阳区百子湾路32号院南10号楼15层B座1806、
朝阳区兴隆家园15号楼20层23G、
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民园7号楼3层310、
朝阳区曙光
里34号楼2层3门202、
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1号楼9层901、
朝阳区南十里居48号院6号楼5层6单元602、
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3号楼12层1203、
朝阳
区东大街东里甲12号楼6层乙602、
西城区二七剧场路1号院5层10门14的十六处房产；
2.北京市西城区香炉营东巷1号院1号楼和香炉营东巷1号院2号楼的两处房产
抵押担保：
1.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91号院1号楼2层201的房产，
建筑面积3942.88平方米；
人民币元 99,000,000.00 1,148,231.14
0 100,148,231.14 2.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91号院1号楼3层301的房产，
建筑面积6028.40平方米；
保证担保：
陈晓东夫妇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
1.北京市朝阳区康营中街2号楼190号楼-2至2层全部的房产，
建筑面积1722.19平方米；
2.北京市怀柔区红螺路16号院303号房产，
建筑面积295.32平方米；
3.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5号4号楼604号房产，
建筑面积177.36平方米；
人民币元 45,000,000.00 3,295,903.13 362,500.00 48,658,403.13
4.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东里2号院1号楼1-1601号房产，
建筑面积164.97平方米；
5.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东里2号院1号楼1-1602号房产，
建筑面积108.74平方米；
保证担保：
易连峰夫妇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注：
上述债权及其金额具体以相关债权文书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