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二 编辑：赵玲玲 校对：
筱华 美编：王祯磊

公司 11

深耕北京房建市场的“领头羊”
——记中铁十六局集团四公司北京指挥部总经济师、房山良乡项目、红松园项目经理陈胜民
沈江波 勾苗

2004 年的夏天，陈胜民从石
家庄铁道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
业毕业，怀揣梦想，意气风发地走
进了有着光荣铁道兵精神传承的
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他扎根四公司房建领域，先
后参与了西城区文化活动中心项
目、山天家园、宝兰高铁站房、房
山良乡、红松园项目等房建工程
的投标和施工管理。16 年来，他
从最基层的测量员干起，做过技
术员、副总工、副经理、常务副经
理、项目书记、项目经理，现任中
铁十六局四公司北京指挥部总经
济师、北京房山良乡和北京红松
园项目经理。
坚守赢得市场 管理创造效益
自 2003 年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承揽某地产集团第一个项目——
西城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始，到房
山良乡项目为止，17 个年头里，双
方携手合作，施工了 9 个房建项
目，中铁十六局四公司也成为某
地产集团最忠实的合作伙伴。
是 什 么 造 就 双 方 17 年 的 合
作？是什么赢得了双方 17 年的信
任？负责北京指挥部经营承揽工
作的总经济师陈胜民告诉我们两
个字
“坚守”
。他说，
市场开拓的过
程并非风调雨顺，
尤其是在建设资
金紧张时，是坚守赢得了一方市
场。他告诉我们，
中铁十六局四公

司是央企，作为央企员工，必须积
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他时刻不忘
传承和发扬铁道兵特别能吃苦、
特
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该
冲的时候冲的上去，
做到与业主同
呼吸共命运，
在某地产集团内擦亮
了十六局的金字招牌，
赢得了某地
产集团的北京市场。
陈胜民介绍说，建筑业有句
老话——“金隧银桥铜路瘦房建”
，
说的是建筑市场房建利润最少，
相
比投资数亿元的铁路项目，
几千万
元的房建项目也可算是大中型项
目。北京作为首都，
其基建市场的
竞争是白热化的，要想盈利，必须
强管理、降成本、提效益。陈胜民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
深耕精细化管
理，
培养大成本意识文化，
从安全、
质量、进度、效益 4 个方面入手，建
立以分部为成本单元的单独核算
创效考核体系，
健全成本管理及考
核奖励等各项措施，
将考核的内容
具体化、目标化，极大地调动了职
工工作积极性，培养出“个个肩上
有责任，人人心中有成本”的大成
本文化氛围，
为项目创效打下坚实
的群众基础。
创新擦亮品牌 交心实现双赢
西城区文化活动中心项目的
护坡工程在招标文件中并未明确
施工工艺，业主建议采用钢筋混
凝土护坡桩施工。陈胜民心想，
是否还有更好的施工方案？他带
领项目技术员组成专题组，白天

勘察现场，夜晚商讨方案，并提出
了采用新型的“微型桩+预应力土
钉墙”施工工艺。由于存在现场
场地狭小的不利条件，经过对比
分析发现，
“ 钢筋混凝土护坡桩”
施工方案中护坡施工周期长，投
资高，
“微型桩+预应力土钉墙”护
坡是新型的工艺，不仅能够满足
深基坑的安全要求，而且经济实
惠，只需花费一半的成本就能够
达到钢筋混凝土护坡的效果。为
了说服业主，陈胜民带领项目团
队制作了可行性分析报告，重点
对比了方案的安全性、工期要求、
经济性等各方面。此方案不仅为
业主节约了投资，而且缩短了工
期，最终取得了设计院的同意，通
过了专家评审。
陈胜民说：
“我们是施工单
位，是乙方，要跳出自己的思想束
缚，多换位思考、多方比较，既要
考虑自身项目管理利益最大化，
更要从业主的角度出发想问题，
这样才能开拓思路，
实现双赢！”
传承企业文化 享誉一方美名
“责任重于能力，意志创造奇
迹”是中铁十六局企业文化的精
髓 ，也 是 十 六 局 人 做 事 的 风 格 。
中铁十六局四公司北京房建团队
在企业文化的引领下，在公司领
导的关怀下，全体同仁不懈努力，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
为一支务实高效、勇于拼搏、善于
创新、能打胜仗的铁军队伍。

陈胜民
“干一项工程，
传一方美名，
育
一批人才”，是陈胜民在项目管理
中对自身的要求。他真抓实干，
参
建项目百分之百实现盈利，
有的远
超责任预算指标；他言传身教，为
四公司培养了一大批房建青年骨
干；他重信守诺，凭借良好的管理
和信誉，
为中铁十六局四公司在业
主某地产集团赢得了口碑。现在，
陈胜民一边担任北京指挥部总经
济师负责经营承揽，
一方面负责北
京房山良乡和北京红松园两个项
目的全面管理，
经常是上午这个项
目，下午另一个项目，休息只能在
车里在路上。
“拴根绳子他就可以像风筝
一样飞起来！”妻子向我们这样调
侃他道，
“ 他常年在北京工地，虽
然家在北京却不经常回家，有时
候忙起来就顾不得休息，我也是

公 司 员 工 ，我 懂 他 ，他 不 回 来 没
事，有时间我就带着孩子去工地
看他！”陈胜民妻子朴实的话语，
流露出对丈夫工作的无限理解和
支持。
在陈胜民的带领下，项目部
捷报频传，先后荣获 2020 年度北
京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怀柔
区建筑业协会第 26 次 QC 小组活
动二等奖、集团公司 2019 年度优
秀施工组织设计奖、先进基层党
支部、团组织等荣誉称号，在业主
等单位的历次检查评比中屡获好
评，信用评价名列前茅。陈胜民
也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项目经理、经营工作先进个人等，
并在宝兰高铁通车当日，作为宝
兰高铁站房项目的代表，接受了
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为企业
赢得了荣誉。

争分夺秒抢工期 攻坚克难打硬仗
——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海口经理部建设纪实
罗晓辉 李智琳

手拉手，肩并肩，攻坚克难打
硬仗。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海口
经理部自 2016 年 6 月份参建海口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以来，根据任
务分工，经理部主要负责管廊和
监控中心内机电设备安装（含支
架、电气、自控、消防、通风、排水
等系统）。截至目前，已开工管廊
项目共计 17 条，总长约 33.5 公里，
机电设备安装完成比例 96%。由
于经理部施工期间在安全、质量、
文明施工等方面的良好表现，
2018 年、2019 年已连续 2 年被海
南省安全质量协会评为“海南省
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管理引领、团队融合，确保项
目目标有序实现
地下综合管廊是“城市地下
管线综合体”，是保障城市运行的
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就好
比 用 地 下 管 线 打 通 城 市 的“ 静
脉”，实现城市地下空间的集约化
管 理 ，提 升 城 市 的 整 体 功 能 布
局。但由于海口项目施工里程长
且多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
较高、施工配合及协调工作繁琐、
加上海口常年温度较高，管廊内
温度高湿度大、工期又紧，施工难
度极大。
“工期就是命令，只有与时间
赛跑，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理

部为了做好项目管理这篇文章，
领导班子可没少费工夫，也想了
不少“绝招”。一方面项目团队结
合 项 目 特 点 ，不 断 探 索 ，勇 于 创
新，积极推进项目轻型化管理，充
分整合参建各方的资源，精简项
目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保障
项目盈利空间，以“机构轻，管理
精”为目标，不断提高项目管理水
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
另一方面在技术管理中，
经理
部实现了用
“二维码”
与
“可视化视
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技术交底。
即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只需要扫描
“二维码”
，
即可查阅到相关管理规
定、
工程基本信息、
施工视频，
特别
是技术交底、
施工现场操作规程等
内容。
“二维码”、
“可视化视频”技
术交底的使用形式，
使技术交底更
直接、快捷、形象、生动，让经理部
能够跟踪控制、
实时监督施工全过
程，
细化了管理路径。
此外，经理部通过使用“条码
手持终端系统（PDA）”进行日常
物资收发管理，实现了项目仓储
智能化、物资管理信息化，降低了
项目物资管理成本，便于项目管
理人员及时掌握最新的物资动态
信息。
攻坚克难、勇于跨越，创新工
艺助推施工生产
“我们海口管廊项目人就是
牙好，敢于啃硬骨头。”虽是项目

经理的一句玩笑话，其实也体现
了海口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一路走
来的不易。
自开工以来，海口经理部坚
持发挥“勇于跨越”的企业精神，
怀揣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让
“天堑变通途”的使命接连克服了
沿海环境湿度大，支架、锚栓、桥
架等都易被腐蚀，沿海天气复杂
多变等难题。在管廊材料上面采
用了锌铝镁稀土合金镀层板支
架，锚栓采用了达克罗工艺处理
的锚栓，电缆桥架材料上面采用
了彩钢材质。这三种材料均具有
超强的抗腐蚀性，可适应各种恶
劣环境，大大降低了沿海高湿度
环境下造成的支架腐蚀情况，有
效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
材料的使用寿命。
此外，经理部灯具缆线的接
线均采用了“缆虫”接线端子，该
接线端子不分公母座、不用剥线
皮和扭线、不用电胶布包裹、一卡
就通，该材料的应用，既保证了质
量又提高了工效，也彰显了项目
队伍不畏艰难，勇于承担责任的
优良品质。
抗疫复工、两手齐抓，毫不放
松安全质量管理
“施工安全、质量是生命线，
我们能做的就是确保这些不是制
约我们生产的瓶颈，保证生产任
务正常推进”。

海口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在安全管理上，经理部使用
“安全帽记录仪”进行日常安全巡
查管控。安全帽记录仪是在原有
的安全帽基础上添加了摄像头、
麦克风、对讲机的设计，其有着可
记录佩戴者面前 140 度的画面的
功能，可以让安全质量管理人员
有效地记录地下综合管廊施工现
场所有的安全质量活动，并保存
下来。而对讲功能可以与其他佩
戴安全帽记录仪人员随时保持通
话，有效地解决了管廊内没有手
机信号的尴尬。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海口管廊项目整体施
工节奏。在疫情防控管理上，经
理部为了保证工期目标，自年后
开工进场前就多方联系，采购配
置了红外测温器、口罩、手套、防
护衣、消毒液、酒精、喷洒器等疫
情防控物资，以保障正常的生活、
生产需求。在劳务人员疫情防控

方面，经理部成立了专项疫情防
控小组，制定了具体防控措施，所
有进场人员由安质部和办公室进
行登记、测量体温、查询近 14 天的
活动轨迹，安质部负责项目驻地
和施工现场消杀记录每天 2 次，给
所有进场人员进行疫情防控知识
宣贯和发放口罩、消毒液等防控
用品，由作业队长和工号技术员
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每天 2 次体
温测量记录。在各项行之有效的
疫情防控措施下，确保了海口地
下综合管廊项目的施工生产顺利
推进。
展望未来，海口经理部吹响
了全面竣工的冲锋号角，经理部
全体员工也即将奔赴另一战场。
我们相信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海
口经理部将继续秉承“勇于争先、
永不满足”的企业精神，在行业中
不断打造一流的建设实力，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