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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5 米，这是由上海宝冶铸就的
吉林新高度。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夕阳西
下，站在两百多米的长春龙翔总部大厦
楼顶极目远眺，广袤的黑土地上，热火
朝天的建设工地连接成片，绵延天边。

环顾四周，如火的夕阳下，长春龙
翔国际商务中心12栋形态各异的建筑宛
如一座座雕塑，被光影的刻刀雕琢出迷
人的轮廓：星级度假酒店、高达百米的
金融中心双子塔、科技创投中心以及巨
型球体建筑——龙珠大厦等鳞次栉比、
气势恢宏。

作为第17个国家级新区，长春新区
不仅是长春未来的增长极，也是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新一轮东北振兴的重
要引擎之一。长春龙翔国际商务中心项
目位于长春新区的核心地带，由上海宝
冶总承包，是东北地区在建最大的城市
商业综合体，建成后将成为长春新区对
外展示的“窗口”，并对长春城市能级提

升和转型发挥核心作用。
长春龙翔商务中心项目占地面积

19.2 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06 万平方
米，相当于 140 个标准足球场。该工程
是新区内第一个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的
项目。2016年6月29日，在新区成立仅
仅四个月后，上海宝冶立即启动项目建
设，凭借央企实力和精工品质打响了新
区建设的第一枪，体现了建设者用智慧
与汗水成就的“宝冶速度”。

空中作画，精雕细琢“绘”天幕

“这就相当于在空中绣一幅面积一万
多平方米的《清明上河图》，只要绣错一
针，整幅画就毁了。”项目技术负责人曾
友明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宝冶人要“绣”的这幅《清明上河
图》就是长春龙翔商务中心项目最具特
色的异形结构——天幕。

站在长春龙翔总部大厦俯瞰整个项
目，一条 500 米长的天幕宛如一条翻腾

的巨龙，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将整个建筑群落连为一体，和一旁的龙
珠大厦交相辉映，构成“龙颔珠”的特
别意象。

这条面积全国第一的天幕高36米,断
面宽度由36.5米渐变至10米。主体为桁
架加网架结构，顶面为双曲面幕墙系
统，底面为全景式LED显示屏和景观灯
光带，涉及钢结构、装饰、机电安装等
十余个专业，仅各部分连接处的螺栓球
节点就多达一万多个，结构复杂，安装
精度要求极高。根据网架结构特点，天
幕所有杆件和螺栓球节点均不允许焊
接，这也是曾友明将天幕的建造安装比
喻成“空中绣画”的主要原因。

由于天幕的结构过于复杂，单一的
建筑设计软件已经远远无法满足要求。
曾友明组织骨干先后召开十余次专题论
证会，综合运用了多种主流建筑深化设
计软件，并从深化设计阶段开始整合各
专业，基于钢构模型进行优化，利用

BIM 建模反复模拟施工过程，并通过
VR/AR 技术进行可视化交底,采用地面
模块化拼接和高空吊装相结合的工艺组
织安装。

经过近百名工人 4 个月的紧张施
工，天幕已经初具规模。置身其中，可
以想象，通过LED显示屏和景观灯光的
奇妙组合，未来在这里将成为一个如梦
似幻、科技感和美感兼具的独特空间。

蛋壳雕花，骊龙颌下造明珠

在天幕的不远处，有一座会“动”
的建筑。纵高79米的龙珠大厦是仅次于
杭州会议中心的国内第二大球型建筑，
但这颗“球”有点“调皮”，一直在不断
变大和缩小！

龙珠大厦整体采用了混凝土加钢结
构的组合模式，但这种组合模式使得建
筑本身更容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东
北地区冬夏季节温差高达60度，在热胀
冷缩的作用下，龙珠大厦的直径也在发
生改变，整个大厦就像一个在不断充气
漏气的气球，体积随着季节的改变不断
变化！

这给龙珠大厦的外立面幕墙安装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技术团队进行了
逆向设计，在主体结构完工后，使用
三维扫描技术采集大厦表面冬季和夏
季的三维数据，并通过 BIM 建模进行
变形模拟分析后，发现不同季节龙珠
大厦的直径竟然相差 6 厘米，接近正常
标准的7倍。

根据这一数据，技术团队将整个幕
墙划分为 1.2 万个“碎片”，通过控制

“碎片”之间的间隙来消除热胀冷缩效应
的影响。如果说天幕的建造是“空中绣
花”，那么龙珠大厦幕墙的安装则是“蛋

壳上雕花”，难度可想而知！为了保证每
一块“碎片”之间的安装间隙分毫不
差，曾友明带领团队通过空间测量得出
了每一块“碎片”的三维空间坐标。“我
们会通过二维码的形式将坐标印在‘碎
片’上，就像给它们发了一张电子身份
证，有了这张电子身份证，后期安装时
就能一一对应。”曾友明解释道。

除了空间定位，项目团队还在幕墙
的选材上下足了功夫。经过上百次实
验，对比了几十种不同的材料后，技术
团队最终选定了一种柔韧性和气密性都
极佳的幕墙材料。全面完工后，龙珠大
厦 2 万平方米的金色幕墙将在阳光的照
耀下熠熠生辉，成为又一座长春新地标。

宝冶速度，铸就吉林新高度

最快3.5天一层，这是长春龙翔总部
大厦的“生长”速度。“我们采用的是竖
向和水平方向同步施工，单层面积平均
2500 平方米，常规工期需要 5 到 6 天。”
项目经理孙鹏介绍说。

魔幻“生长”的秘密，藏在一张时
间表中。

“凌晨1点，砼浇筑完成，9点至11
点，外围梁侧模拆除，爬架附墙件安装
完成……”，在项目指挥部，挂着这样一

张时间表。项目部以2019年7月17日大
厦封顶这一节点倒排工期，

专业施工以小时为单位紧密衔接，
将大厦单层施工时间牢牢控制在 4 天以
内。“通过科学组织做到精细化管理，在
追求速度的同时确保工程质量，真正实
现向管理要效益。”孙鹏一语道破其中的
真谛。

这样巨大体量的混凝土连续浇筑，
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
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项目部在基坑
中提前预埋了数十个先进的测温元件，
并成立了四支质量监测小组，浇筑的72
小时轮流值守，过程中随时抽检，以保
证施工质量一次成优。

2019 年7 月17 日上午9 点58 分，随
着核心筒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
238.15 米高的龙翔总部大厦实现了核心
筒的结构封顶，这也标志着长春龙翔项
目主体结构全部实现封顶。

穿行在长春龙翔国际商务中心，一
种蓬勃生长的活力撼人心魄。夕阳早已
沉入地平线，但建设工地依旧灯火通
明，隆隆的设备轰鸣声催人奋进。在这
片热土上，宝冶建设者们正全力以赴，
造新城、建地标，继续书写新的建筑奇
迹。

刷新吉林高度 打造东北第一城市商业综合体
——上海宝冶长春龙翔国际商务中心建设纪实

□程江涛

受疫情影响，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化学工程重型
机械化公司 （下简称：重机公司） 为了贯彻落实集团
公司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的工作要求，
同时确保在全国其他地区积极组织复工复产的大潮中
不“掉队”，结合发展实际进行超前谋划、统筹部署，
为企业各项重点工作按下“加速键”，多措并举抓复
工，同疫情战斗，与时间赛跑，积极推动实现公司
2020年各项任务的目标。

双百会战，促施工生产加速度。千斤重担千人
挑，人人肩上有指标。面对时间所剩无几的 2020 年，
重机公司结合施工现场实际，细化分解目标，夯实工
作责任，通过开展“双百会战”，组织劳动竞赛，充分
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助力施工生产
跑出“加速度”。日前，重机公司通过现场+视频会议
的形式，在全公司召开“双百会战，抗疫保收”启动
会，迅速掀起所属各单位、重点工程现场的施工高潮。

为了确保活动取得实效，重机公司制定印发了活
动实施方案，明确了活动指导思想、时间，从主要经
济指标、HSE目标、质量目标三个方面制定了会战目
标，提出了五项会战要求，明确了五项会战措施。重
机公司主管领导挂帅，精兵强将上阵全力抓在建保营
收，任务细化到日，节点目标到人，采取倒排工期、
昼夜作战、计划先行、优化方案等具体措施，抓现场
安全生产、抓现场施工进度、抓重难点项目攻坚，规
范现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冲刺年度各项任务目标。

统筹推进，促市场开发加速度。重机公司岩土工程
坚持以干促揽、滚动经营，打造成熟“朋友圈”；吊装工程
公司成功中标的滨州风电项目，主动走出发展“舒适
区”；以自有资质中标的四川乐凯房建项目，成为重机公
司房建工程“第一标”；贵州都匀项目承建的 17 层商住
楼，刷新重机公司“新高度”……。重机公司提出突出抓
经营龙头，通过转变经营思维，明晰业务定位，创新经营
模式，坚持自主开发原则，加强属地经营，注重优化商业
模式，为市场开发奠定了工作总基调。并通过建立完善
的区域经营布局和市场开发机制，市场业绩不断积累，
资质升级稳步推进，任务规模稳步增长。2020年上半
年，重机公司完成新签合同额占年度任务目标的81.07%，实实在在地跑出
了市场开发的“加速度”。

素质提升，促队伍建设加速度。针对中层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管理理
念、思维惯式等问题，公司专题开设了10期中层领导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班，系列“套餐式”培训课程激发了中层干部“思想碰撞”“观念共鸣”
的活力。同时先后为普通员工推送培训课程多达200次，公司领导带头坚持
每天学习听课，充分利用夜间时间带领大家“加油”“充电”，学习内容包括
千古商训、股权设计与机制分配、商业模式创新、资本模式创新、企业目标
达成系统、商道智慧与现代投资经营、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从执行力到复
命管理、团队建设等方面的新理念、新知识，极大地开阔了员工的视野，助
力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为完成年度任务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 (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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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在南昌地铁3号线地下隧
道，伴随着短轨的焊接完成，南昌地铁3
号线轨道线路长轨全部贯通，为后续

“电通”“车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昌地铁3号线是江西省重点建设项

目、南昌市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中铁电
气化局牵头投资的 PPP 项目。春节复工
后，肩负轨道工程施工重任的中铁电气
化局铁路工程公司组织精兵强将在全长
28.5 公里的地铁隧道展开突击会战，短
短的三个多月，实现了复工复产、复工
超产，创造了南昌地铁铺轨新速度。

特事特办，保证人员、物资进场快

今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使南昌地铁3号线铺轨压力倍增。
省外劳务工人无法正常返程，管理人员
无法满足现场施工需求，轨道等物资供
应受阻，面对一系列棘手问题，铁路工
程公司南昌地铁铺轨项目部领导班子迎
难而上，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

为妥善解决人员进场问题，项目部
主动找有关部门协调，采取“上车门—
下车门—进工地”一站式服务，安排专
车，分批把省外150余名农民工从家门接
到工地，并全部进行核酸检测。为解决
疫情期间管理人力不足，项目部采用

“共享”管理模式，从邻近项目抽调管理
人员加盟管理团队。2月20日，3号线铺
轨项目在南昌市地铁工程领域率先复工。

南昌地铁3号线所需钢轨和轨枕的生
产企业大部分在武汉，疫情发生后，武
汉企业停产，物资供应断链。为尽快化
解燃眉之急，项目部及时与兄弟单位沟
通联系，从邻近工区借调钢轨和轨枕，
与此同时，多方联系，采取增加轨枕供
应商，增加轨枕模具等办法，保证轨枕
不断货。4 月 30 日，武汉钢轨企业复产
后，项目部派人员到厂家监督生产和供
应，保障了现场施工需求。

靠前指挥，保证施工问题解决快

南昌地铁3号线正线全长28.5公里，
起于南昌县银三角北站，终至南昌市京
东大道站，包含22座车站、23个区间隧
道，铺轨长度68公里，全部采用地下敷
设方式。整个工程计划要求 2020 年 5 月
15 日前必须确保实现全线轨道铺设贯
通，为年底通车试运营创造条件。为确
保实现铺轨节点目标，铁路工程公司总
经理陈伟锋、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立超等
领导多次到现场办公，公司成立了施工
督导组，并派专家亲临一线靠前指挥。
项目班子更是以上率下。公司副经理李

俊桢、项目经理吴宝游等每天深入现场
督促指导施工生产，及时解决现场存在
的各种“疑难杂症”。

隧道里施工，作业面十分狭窄，运
料、铺轨、道床浇筑混凝土等多种作业
交叉施工。为了排除相互干扰，公司督
导组和项目部领导每天召开班前会，按
照各作业面工程进展和工序的轻重缓急
安排生产，奔忙在各个铺轨基地，及时
协调解决作业冲突和供料不畅问题，保
证了铺轨有序进行。

铺轨抢工期间，混凝土供应非常紧
张，为满足道床浇筑要求，确保混凝土
供应，项目部领导专项盯控混凝土供
应，与混凝土搅拌站保持密切联系，并
安排专人驻站联络。同时项目部组织人
员改进下料串筒、组合泵送方式，技改
混凝土运送车，保证了混凝土输送。

会战期间，人员设备较多，易出现
安全隐患。为确保安全生产，项目部严
格落实干部盯岗制度，采取项目领导包
区段、安全员不间断地到每一个作业点
巡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将安全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

多措并举，保证铺轨进度快

为加快南昌地铁3号线施工进度，把
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项目部把“抗
疫情、保增长”主题活动和“建功立业3
号线、鼓足干劲争先锋”百日劳动竞赛
结合起来，开足马力，多措并举，超常
规组织铺轨会战。

加大人力、机械投入，增开工作
面。复工后，项目部先后调集轮胎式铺
轨机、全自动混凝土布料机等机械设备
100 多台，设置 5 个机械化铺轨基地、3
个人工铺轨基地、6个人工散铺点，采用
机铺、人工散铺等多种作业方法，实行
工人轮班干，机械不停歇。生产高峰
期，开设 21 个作业面，铺轨人员达到
1700余人。“那段时间，工人们昼夜奋战
在工地，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作为专职
安全人员，我们加强了隧道夜间巡视频
次，延长巡视时间，每天只休息2到3个
小时，实在熬不住了，就在车上打个盹
儿。凌晨 2 点多回到宿舍，浑身像散了
架，又累又饿，靠在床上，就想起了河
北家乡的烙饼，想起了妈妈烙的韭菜盒
子，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在隧道里

见到项目部安质部长郑晓辉时，他两眼
通红，用嘶哑的声音为我们讲述了会战
的场景。正是由于像他这样的千余名建
设者忘我工作，夜以继日，使得铺轨进
度迅速向前延伸。今年4月，项目部完成
铺轨32公里，日均铺轨1公里以上，单
日铺轨最高纪录1.3公里。在庆祝南昌地
铁 3 号线轨通大会上，南昌市交通运输
局、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对中铁
电气化局创造的铺轨新速度给予了高度
赞扬。

采用先进设备和技术，提高施工效
率和质量。在轨道铺设中，项目部运用
惯导精调轨检小车，检测轨道铺设数
据，为轨道精调提供依据，与人工比，

效率提高了 20 多倍；运用轮胎式铺轨
机、全自动混凝土布料机等新能源驱动
装备，大大提高了铺轨效率；采用世界
先进的钢弹簧浮置板道床减振降噪技
术，对文物、重点建筑敏感区实现减振
降噪等有效防护。

随着“轨通”节点目标的实现，中铁电
气化局承建的接触网、通信、信号等供
电系统和综合监控等工程全面展开，南
昌地铁3号线离年底开通试运营又近了一
步。而3号线开通运营后，将会为该市市
民出行带来了便利，对促进南昌市轨道
网络整体构架的形成，加快城市现代综
合交通建设，带动旧城改造，引领外围
新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快节拍奏响复产曲
——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南昌地铁3号线铺轨项目施工纪实

□倪树斌 魏铄沣

班前5到10分钟，看似短暂，却是
施工人员上岗前的第一道安全关卡。中
交二航局云城尚品项目部一改以往工地
班前会的“老面孔”，而是开展班前安
全喊话，规范安全流程，使之成为建筑
工地安全管理见效的“新阵地”。

镜头一：班前点名 关注人员状态
“陈义!”一标劳务钢筋班班前安全

喊话上，安全员彭小华正在点名，陈义
却还在犯迷糊，压根没听见。“陈义！”
彭小华提高了嗓门，这时他才猛然一下
惊醒。“到！”并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你昨天晚上没休息好？”“昨天老家的
朋友过来了，宵夜到凌晨2点才回来的
……”“陈义呀，这不休息好怎么工
作，工地上不安全的因素很多，工作必
须集中精力才行。这样，今天上午不准
上班了，回宿舍休息……”看似安全员
不讲情面，实际上这是对大家的关心。

“来，请大家和我一起深蹲次，再转体3
次……”彭小华通过深蹲和转体的方
式，来检查施工人员身体、精神状态。

“大家自我检查一下劳动防护用品配备
及佩戴情况，安全帽帽带系好了没有，
有没有哪位师傅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彭小华通过关注人员状态，以
保证施工人员精神饱满上班。

镜头二：安排生产 进行科学分工
“昨天施工生产，总体情况良好，

没有人员出现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
反劳动纪律。现场共发现安全隐患 2
条，已经配合完成整改，昨天本班组没
有受到安全惩罚。”彭小华总结了上一

班施工现场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并告知
整改措施、处理方法及注意事项后，并
对当天的工作进行安排。“今天我们班
组的主要施工任务是在A3楼30层进行
钢筋绑扎施工，主要是墙柱钢筋绑扎、
梁板钢筋绑扎、钢筋制作加工和转运。
今天作业面上的施工人员多，交叉作业
多，大家在作业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要及
时向监护人反馈。”与此同时，安全员
冯成斌进行了补充，进一步明确了工作
标准，并就每一项工作任务、人员分工
情况等进行了科学合理安排。

镜头三：突出安全 加强安全确认
班前安全喊话对生产的安排只是其

中一部分，强调更多的则是安全工作。
“今天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有：高
空梁筋绑扎、墙柱顶端箍筋绑扎存在高
空坠落的危险；钢筋加工制作、下料以
及在搬运材料过程中拉扯到电缆线存在
触电的危险。”紧接着，彭小华就如何
加强安全确认进行强调：“人力搬运钢
筋时，应动作一致，在起落停止和上下
坡道及拐弯时，前后要相互呼应，同时
防止碰触现场电缆线；绑扎立柱、墙体
钢筋，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和攀登骨架
上下；柱筋在4米以内，重量不大，可

在地面或楼面上绑扎，整体竖起；柱筋
在 4 米以上，应搭设操作架；柱梁骨
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
该项目通过班前说风险、谈措施，让职
工更加清楚自己岗位的实际情况以及应
该采取的防范措施，使每一名施工人员
安全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镜头四：岗前培训 提升安全素质
“请各位工友注意，在我们的安全

帽内，张贴有应急救援流程及应急联系
人电话，如果施工过程中发现人员受伤
及其他险情，请大家第一时间拨打安全
帽内应急联系人电话……”“现在气温
越来越高了，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万一出现中暑而引起痉挛、昏迷、
哮喘、血药升高、呼吸困难，我们首先
要让中暑者脱离高温环境，送到阴凉
处，宽衣、扇风、饮用解暑药物。大家
一定要注意，藿香正气水不能与消炎药
一起服用，要提醒身边的工友注意这些
安全常识……”这是班前安全喊话中

“微型培训”的一个镜头。该项目要求
安全员、班组长、技术员在班前安全喊
话上，每天坚持讲一个安全技能知识，
这样的岗前培训具有针对性，不空洞，
不仅增强了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也提

升了施工人员的安全素质。
镜头五：集体宣誓 确保文明上岗

“现在进行安全知识提问，高处作
业安全带怎么挂？”“安全带要高挂低
用，安全带的悬挂位置要高于人员作业
的位置，这样才能对人员起到保护作
用。悬挂安全带必须有可靠的锚固点，
安全带要挂在牢固可靠的地方……”这
是该项目变班前安全喊话“单向灌输”
为“双向互动”的一个镜头。随后，全
体工友共同举起右拳进行安全宣誓：

“工地安全无小事，工友健康是大事
……”“ 工 地 是 我 家 ， 安 全 牵 万 家
……”宣誓那一刻，大家深感自己安全
重任在肩，更被身边工友的工作士气和
企业的安全文化氛围所感染。“千言万
语，最后我要跟各位工友说的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工友都能够高高兴兴来上
班，平平安安回去。你们的身上承载的
是家庭、是责任、是担当，只有你们安
全了，才有家庭的幸福。请大家注意安
全上班……”。一声声安全提醒，一句
句安全宣誓，将工地班前“安全喊话”
变“温馨话”，喊出“安全感”和“安
全祝福”。

（方国俊 吴涛）

扣紧安全生产弦 唱好班前喊话曲
——中交二航局贵阳云城尚品项目班前安全喊话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