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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区域初心，勇攀经营高峰
——记中铁四局二公司绍兴地铁区域经理部项目经理夏峰
万雪霞 牟新昌

夏峰，
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
2017 年 6 月 20 日，接到中铁四局
二公司安排承建绍兴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凤林路站（试验段）项目（体
量小，
工期长，
标准高）。绍兴市城
轨交通 1 号线是绍兴市“首开首
进”
项目，
既是试验又要引领，
备受
各界关注。他勇于担当，提出“首
站用我，用我必胜”；笃定信念，带
领团队不忘区域初心，勇攀经营
高峰。

功崇惟志
探索区域管理模式
“你是怎么把中铁四局二公
司区域管理模式引入绍兴市的
呢？”2020 年 6 月 23 日，绍兴市国
资委党委开展“护航六稳六保 展
现国企担当”庆“七一”党建联建
活动，百人建设功臣走进中铁四
局二公司绍兴地铁区域 07 标项
目，他们听取夏峰对绍兴地铁区
域经营管理汇报后，一致认为区
域模式利国利民，
不禁问道。
夏峰欲言又止，他是个急性
子，讲到这个话题，他停顿了一分
钟……
“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志
向。”他顿了顿嗓子说：
“要站稳绍
兴市区域，且要滚动发展起来是
我们整个团队的愿望。
”
他独自到杭州区域、宁波地
铁区域等经理部观摩学习，形成
模式雏形，引入项目部。又带领
团队去各区域观摩学习，结合绍
兴区域特点，凝全体智慧，反复讨
论研讨，
周而复始。
15 个月以后，2018 年 9 月 10
日，公司增设绍兴地铁区域经理
部，区域管理模式在绍兴市正式
成立。
区域管理模式，以“区域总部
集中管理，分管部门工区管理”为
方式，实施全方位的管控。区域
总部设置综合办、工经、财务、物
机四个共管部门集中管理，统一
标准、统一运作。工区设置生产
部（采用大部室管理，含工程、试
验、物机和现场人员）、安质部、第
三方监测等部门，强化“技术服务
保生产，物资供应保需要、安质管
控保进度、试验检测保质量”，上
下联动，有序运作，达到区域资源
充分利用。根据项目施工现状需

要，区域内部实行人员灵活调剂，
做到“分工不分家”。目前区域经
理部管控 4 个项目，共有人员 81
人。平均每个工区管理人员不到
17 人。如按公司正常项目人员配
置标准，将最少达到 120 人，节省
了近 30%的人力成本。

资源共享
统一指挥协调生产
谈及
“资源共享”
，
夏峰严肃的
脸颊上掠过丝丝欣慰。
“区域资源共享，
统一调配，
利
于资源保障的同时，强化后台管
控，并积极配合经营，从而降低各
项生产管理成本。
”
他说：
“目前，
这
算是区域管理的一点成绩吧。
”
2017 年 7 月，为解决凤林路站
预制构件施工质量控制问题，发
挥机械化、工厂化优势，根据施工
场地形式，夏峰引进建设了专属
凤林路站钢筋加工厂。同时，还
引进了全自动化钢筋加工设备
（钢筋加工生产线、弯曲中心、弯
箍机等），不仅实现了机器换人，
从 10 人作业转换成 3 人作业，更
确保了结构钢筋半成品的质量，
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其中，锯
切形式加工更是有效地降低了原
材料成本，一年节约钢筋 100 余
吨，
40 多万元。
至 2019 年，区域经理部已陆
续从 1 个项目扩展到 4 个项目，夏
峰带领团队大胆推广，在绍兴市
轨道交通 1 号线 07 标项目建设智
慧钢筋集中加工配送中心，周转
材料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使
用，满足 4 个项目共享。不仅节约
各项目钢筋加工场施工用地、场
地硬化和人工，还节约临建和设
备采购的成本，直观节约一整套
钢筋设备约 65 万元，钢筋棚 80 万
余元。同时，也减少钢筋的消耗，
一年节约钢筋 1500 余吨，600 多万
元。以此次为契机，结合当前市
场情况，区域集中适当采购了一
批钢板桩和盘扣架，在区域各项
目之间灵活调配，仅仅本次春节
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期间就节约
了 44.8 万元。

集中区域优势
攻克技术难题
夏峰本不是工程技术专业，
正
是源于这个原因，
他对技术人员深

切关心，
对技术工作备感敬畏。
他提出
“阶梯式”
培养模式，
开
展导师带徒，结对帮扶、轮岗交叉
培训；
还成立了 BIM、
测量、
结构检
算、算量、QC 等专业培训小组，做
好“传、帮、带”工作，实现“干好一
项工程，
培养一批人才”
。同时，
鼓
励符合条件的员工参加各类型培
训取证，克服一切工学矛盾，促进
成长成才。三年多时间内，近 40
名见习生到区域经理部工作，
均得
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和提升；
推荐公
司中层管理干部 15 人，为公司培
养了人才，
也为区域滚动发展储备
了人才资源。
2017 年，区域施工技术攻关
小组攻克地铁项目全套管回旋钻
机清除端头井盾构区锚杆和既有
桩基、
深长高压旋喷桩改为三轴搅
拌桩等技术难题。2019 年，针对
329 国道智慧快速路改造工程项
目，根据施工调查和利润率测算，
技术攻关小组着重对施工图设计
进行优化。部分预制拼装改为现
浇施工、
钢梁逐孔拼装改为整联顶
推、涉铁交叉段增加地基加固、基
础钢板桩防护入土、
地面桥拓宽优
化等 10 多项设计优化，便于施工，
增盈减亏。

业广惟勤
内联外延创信誉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
刺。”2020 年 3 月 6 日，在“抗疫情、
保增长，大干 100 天”专项劳动竞
赛动员会上，
夏峰说。
绍兴地铁区域项目部落实疫
情防控常态化，
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工作。按照业主工期要求，
以施工
生产为中心，积极开展劳动竞赛，
科学编制施工计划、优化资源配
置、
注重工序衔接，
以实干为荣，
拿
业绩说话，营造“赶、学、比、超”良
好大干氛围。以此，
激发员工工作
激情和主动性，加强节段考核，实
现节点目标，鼓舞士气。至今，区
域经理部率先在全线第一个完成
临建工程、第一个正式开工、全线
地连墙第一槽、
全线第一个车站主
体完成、全线第一个桥墩完成、全
线第一联现浇梁完成等“六个第
一”
的好成绩。
绍兴地铁区域经理部也始终
注重与业主、地方党组织联建共
建，以“创红色工地 争工程先锋”
为党建主题，通过结对共建、阵地

夏峰
联建、
工作互动等，
拓展
“党建资源
共享、社会责任共担、和谐稳定共
促、
城市文明共创”
等共建渠道，
内
联 外 延 创 信 誉 。 2020 年 6 月 19
日，
与杭州地方铁路开发公司党组
织共同举办了涉铁项目“五方”廉
政共建签约仪式。2020 年 6 月 28
日，
与绍兴市越城区外滩社区联建
共建
“约建外滩，
共享未来”
党建主
题活动，荣获“共建单位优秀党组
织”
。
三年以来，
绍兴地铁区域经理
部先后荣获
“中国中铁工程项目文
化建设示范点”
“
、绍兴市五一劳动
奖状”
、
绍兴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红
色工地”、绍兴市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总站
“平安工地”
、
绍兴京越
地铁有限公司
“优秀施工单位”
、
中
铁四局二公司“好班子”、
“先进单
位”
等 30 余项荣誉。
夏峰本人荣获中华全国铁路
总工会
“火车头奖章”
、
杭州地铁公
司标杆项目经理、
温州市建设工程
瓯江杯、
中铁四局二公司十大标兵
等荣誉。

安全质量共保
勇攀经营高峰
2019 年 11 月 27—29 日，全国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联络
员会议”观摩会在 07 标项目召开，
现场 300 多人观摩。
“07 标项目是绍兴市目前最
大的车站，
安全质量共保工作能做
到常态化，
观摩人员邀请你谈谈经
验？
”
现场媒体记者采访夏峰。
“我们一直坚持做到安全第
一 ，质 量 为 本 。”夏 峰 认 真 地 讲
道：
“我们对安全质量工作也进
行 了 反 复 实 践 ，反 复 总 结 ，如 果
非要说经验之谈，就是我们把常
态化工作总结出适合我们区域
管理的模式，把常态化工作做到
了持之以恒。”
“我们具体做到 1+1+5。”夏峰

讲道：
“对全体员工，我们坚持 1+1
领导带班、
班班通时时检日日讲周
周观月月考。
”
此外，
他还舍得投入，
建设
“智
慧工地综合办理平台”，此平台是
一种崭新的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
管理理念，密切结合局各个管控、
BIM 等平台，
立足于
“互联网+建筑
大数据”
的服务模式，
采用云计算，
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
整合相关
核心资源。以此实现施工生产可
控化、数据化及可视化，对项目管
理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实时监督，
并根据实际作出智能响应。同时，
还安装了扬尘监测新设备、
喷淋雾
炮等，
在打造品质工程的同时为打
好蓝天保卫战承担了应尽的责任
和义务。
三年时间内，
绍兴地铁区域经
理部由单一项目发展到 4 个项目，
工程类型从单一的地铁发展到市
政、公路、涉铁桥梁等四大类工程
项目，即：绍兴市轨道交通 1 号线
凤林路站、07 标、涉铁及 329 国道
智慧快速路改造工程，
工程总体量
为 20 亿元，初步实现区域滚动发
展的目标。
夏 峰 ，依 然 谦 虚 谨 慎 ，不 骄
不躁。
“我们要不忘区域初心，我们
这个团队要继续沉淀，
继续总结。
”
2020 年 5 月“工地之星”颁奖会上，
夏峰说。
夏峰认为，
绍兴地铁区域经理
部将继续按照公司“以干促揽、以
现场保市场”
的生产营销一体化管
理理念要求，
勇攀经营高峰。一是
抓住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大好历史
机遇，聚焦“融杭联甬接沪”战略，
持续做好“首开首进”，稳中求进；
二是智慧快速路改造工程是绍兴
市
“六横八纵”
快速路网、
骨架的重
要组成部分，
项目部要以城市快速
路为支线，平行推进，以干促揽。
三是项目部要以涉铁工程为支线，
继续紧盯周边涉铁项目。

沪苏通铁路工程的“开路先锋”
7 月 1 日，由中铁四局电气化
公司参建的国家“八横八纵”铁路
网中沿海通道及京沪第二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沪苏通铁路正
式开通运营。沪苏通铁路正线全
长 137.5 公里，它让苏州地区三个
全国十强县正式告别无铁路的历
史，
上海至南通间最快旅行时间压
缩至 1 小时 6 分钟，它将成为助推
长三角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引擎。
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沪苏通
铁路迁改工程项目经理部主要承
担 全 线 的“ 三 电 ”及 管 线 迁 改 工
程，成为了沪苏通铁路建设的“先

锋队”。该工程自 2014 年 9 月 24
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面对工期
压力大、施工任务繁重、安全风险
高的严峻形势，项目常务副经理
王勇刚同志成为了这支优秀队伍
中的“顶梁柱”，使得三电迁改工
程进展有序、安全可控。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是工
程技术和施工生产管理的得力干
将，更是工程经济管理上的一位
专家。他技术全面、精益求精，是
大家眼中的全能王，每天施工图
纸不离身、技术资料随身带，现场
每一个重要的管线迁改方案他都

亲自参与制定、反复研究，确定了
最优化的迁改方案，在短短 3 个月
就完成全线 140 公里线路的所有
先期开工点管线迁改，不到 1 年时
间就完成了影响线下施工的管线
迁改，确保了迁改工程的高效、优
质、经济、合理。另外，超高压电
力线路、路内三电管线全面有序
开展，得到站前土建单位、监理单
位和业主的一致肯定。
他精打细算，
争创效益。在施
工过程中，
针对全线的管线进行逐
一研究，制定最合理、最经济的迁
改方案，降低了迁改成本；他通过

有效的沟通协调，取得产权单位、
地方政府、当地村民等各方支持，
既加快工程进度又节约了工程成
本；他积极开展一类变更、二类变
更、
新增工程、
工程过渡、
施工措施
等方面调概索赔工作，
增加合同收
入，
最终提高了过程效益。
作为沪苏通铁路建设的“先
锋队”，这支优秀队伍为沪苏通铁
路的建设保驾护航；作为一名党
员，王勇刚同志始终积极发挥党
员的“排头兵”作用，为迁改工程
有序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张宇辰 耿标）

王勇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