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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M5 渊木尔坦至苏
库尔冤高速公路项目共计 34.1公
里袁位于旁遮普省境内遥 道路规
划为双向六车道袁路面全宽 31.5
米袁合同工期 36个月袁签约合同
额为 2.73亿美元遥 项目主要施
工内容包括路基路面工程尧桥梁
工程尧涵洞工程尧防护排水工程尧
服务区及互通工程等遥

一尧因地制宜袁优化设计方
案

本项目土方填筑共计 723
万方袁月均施工强度超 35万方袁
高峰期施工强度须达到 50 万
方遥

工程所在地为印度河冲积
平原袁沿途多为农田袁且土地私
有袁 可剥离土料厚度不超过 1
米袁土料资源紧缺袁且土料购买
无市场价可询袁 成本难以控制袁
而且当地道路狭窄袁地下水位偏
高袁项目自卸车运输困难袁交通
安全风险极大遥

项目部多次对道路沿线周
边环境进行考察袁发现距现场便
道路口 10公里处有 2处偏沙质
土荒地袁储量约 200 万方袁若能
以此为突破口袁通过更改设计方
案袁将很大程度解决料源问题遥
首先袁项目多次与当地政府部门
沟通袁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袁即项
目每月上缴 1000 美元的资源

税袁可包月开采使用遥同时袁项目
部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尧 反复试
验袁与设计院沟通尧促成了路基
填砂渊两侧粘性土包边冤的设计
方案遥

其次袁本项目约有 3公里路
段地下水位较高渊地面下 1米左
右冤袁如采用常规路基施工填筑袁
则需采用传统的排水降水法或
者换填法进行基面处理袁工艺复
杂袁费用较高袁而且耗费时间较
长遥 参照巴基斯坦公路规范袁借
鉴当地比较成熟的经验做法袁采
用了在高水位原地面之上施工
1m厚砂平台的做法袁 在砂平台
上再进行正常的路基填筑袁既解
决了施工难题袁又实现了地材的

充分利用袁 有效控制了施工成
本遥

二尧 组建属地购土团队袁优
化购土方案

由于项目土质料源来自周
边庄稼地袁且项目地处平原沙化
地带袁土质覆盖层仅 1米左右袁1
米往下便是粉砂和地下水袁因此
多数村民不同意取土遥项目部主
动提出除了支付相应的取土费
用外袁 将各地腐殖土剥离后袁根
据情况开挖 2~3英尺深土袁并免
费将原腐殖土平整恢复袁而且在
各工区成立由工区主任负责的
属地化购土团队袁通过多次不间
断地对沿线各个地主进行协商袁
各地主慢慢感觉得到了实惠袁而
且取土之后地势变低灌溉也较
以前方便袁 村民态度陆续转变袁
项目自营段落的土源基本解决遥

另外袁 面临无法改变的收尧
种季节对取土影响袁项目部通过
对比青苗补偿费袁二次倒运费以
及进度风险袁最终决定在庄稼收
获后大批量购土袁并及时开挖倒
运至中转土场遥

三尧 发挥属地资源优势袁解
决运输难题

考虑自卸车无法进入庄稼
地的实际情况袁项目部首先安排
所有自卸车至两大沙场尧中转土
场或靠近当地路边的零星土场袁
并临时租赁沙场周边部分用地
用于修建沙场至当地道路的便

道遥项目部购买的零星土场大多
数道路狭窄袁软基较多袁只得使
用当地拖拉机进行运输袁而且从
交通安全以及庄稼地道路使用
问题考虑袁项目部充分发挥属地
化队伍能量袁 并从安全风险考
虑袁大量引进当地拖拉机运输队
按照分包模式进行取土遥

鉴于项目部自卸车与当地
运输队卸料地点一直存在交叉
作业渊填砂路基以及中转土场倒
运问题冤袁 习惯性的按照现场压
实方计量困难袁最终协商按照借
土场自然方进行折算计量袁并在
装尧卸两地按照车数进行记录控
制遥 而且袁项目部按照整体管理
思路袁将拖拉机运输队伍纳入项
目部内部管理遥

四尧引进当地土方专业施工
队伍袁促进度降风险

项目前期策划时计划将 5
标 6.8公里进行切块分包袁 因此
未考虑相应的土方设备配置袁按
照项目整体进度要求袁考虑本项
目土源紧缺等风险袁项目部将主
线周边环境复杂或距营地较远
段落共计 8 公里的部分土方施
工分包给当地公司遥

至此袁充分发挥了当地队伍
购土便利尧当地道路使用便于协
调尧夜间施工不受军方安保干扰
等问题袁同时将质量验收及进度
控制纳入项目部工区进行管理袁
互相协作袁避免质量风险袁促进
项目进度袁控制了分包成本遥

渊周远海冤

优化设计 整合属地资源
确保项目圆满履约

巴基斯坦 高速公路项目：

玻利维亚 I63公路项目全长
63.66 公里袁 合同额折合 7.4 亿
BS袁合同工期 24个月袁玻利维亚
政府出资袁支付币种为玻币遥 目
前袁工程一标已进入 6个月的质
保期袁2019年 4 月 30 完成最终
移交曰二标经过 6个月的质保运
行后袁已于 2018年 9月 30日完
成了最终移交遥

一尧换位思考袁处理好内外
部关系

玻利维亚国家非常民主袁任
何社区关系处理不到位袁都会影
响到项目的实施遥 项目上利用社
区过节或举行活动时进行拜访袁
提出互相做一些公益和参与他
们的一些活动袁让他们慢慢了解
这个项目袁了解中国企业袁进而
支持项目工作遥南美的工会组织
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袁玻利维亚现
任总统就是当时玻利维亚最大
的可卡工会主席遥 工会问题可以
分为正反两方面来看袁不让项目
成立工会在玻利维亚是不可能

的袁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从正面引
导去成立工会袁推荐一些与我方
关系较好的员工进入工会任主
要成员袁 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赞
助袁支持工会举行日常的活动遥
项目前期袁业主和监理可能

会对承包商要求较严袁 此时袁作
为承包商袁要换位思考袁前期双
方互相不了解袁如果业主和监理
一开始就把标准尺度降低袁会导
致后面项目管理失控袁这是业主
和监理不愿意也不想看到的局
面遥经常有项目经理抱怨项目业
主和监理要求太严格袁甚至认为
业主和监理是在有意刁难承包
商袁但是袁与下一个项目对比时袁
发现上一个项目的业主和监理
对承包商其实还是非常友善遥

二尧做好变更袁把握项目的
盈亏点

项目启动以后袁要组织相关
人员认真学习合同条款袁分析项
目的报价原则袁找出项目的盈亏
点袁从亏损点中发掘变更点遥 这

时候要经常
组织技术和
商务人员开
小会袁 讨论
变 更 切 入
点遥 首先要
从技术角度
分析优化方
案 是 否 可
行袁 然后根
据技术方案
做报价分析
对比袁 不能
为了变更而变更袁导致我们变更
做了不少袁 结果还增加了成本遥
作为项目实施者袁就要彻底把这
些单价低或不挣钱的单价筛选
出来袁通过变更取消或减少单价
低的工程量来扭转项目的经营
成果袁再把这些减少或者取消的
低单价工程量转换成新增项目
或单价好的项目袁 一正一反袁差
别巨大遥 玻利维亚 I63项目一共
推动变更 13项遥

变更一院该项目沿线河滩卵
石丰富袁路基和大石回填材料基

本相同袁 只是粒径要求有所差
别袁项目通过分析发现大石回填
单价明显高于路基回填单价袁项
目通过同业尧主监理沟通袁成功
推动路基第一层全部采用 60厘
米大石回填袁路权移交晚的路段
直接用大石回填至路床顶以下
60厘米遥 此项变更袁不仅加快了
施工进度袁更是给项目带来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遥

变更二院路面沥青混凝土原
设计为 SMA袁 项目根据成本分
析袁SMA成本比 SBS成本每方混

凝土要多投入袁项目决定要想方
设法推动此项变更遥 从市场材料
供应以及该国没有类似经验等
等方面分析原因袁 但是业主尧监
理始终没有批准承包商变更建
议袁认为这是承包商在寻找借口
节约成本遥 后来通过对河滩石料
的化学成分分析袁发现其中有一
项指标能满足 SBS指标要求袁但
是不能满足 SMA 指标要求袁承
包商认为存在质量隐患袁随后发
函至业主和监理遥最终业主和监
理为了避免承担该责任袁批复了
SMA路面变更为 SBS路面遥

三尧精细准备袁盯紧业主的
预算

项目经理作为项目的第一
责任人袁 不仅要关注工地生产袁
更要关注业主的预算袁要通过项
目的工程量及时核算出项目的
资金缺口或结余款袁然后根据现
场情况作出一些有利的变更袁要
设法将业主的预算目标全部转
换成承包商的结算遥

玻利维亚 I63 项目实施之
初袁业主对各个变更处理均非常
谨慎袁经常以资金不足尧预算超
标为由袁不予积极配合遥 项目部
为了充分给业主解释整体资金
预算袁将几百项单价项目逐一根
据图纸给出非常准确的计算袁将
结果呈报给业主袁 推动变更落
地袁最终促使项目扭亏为盈遥

渊彭朝晖冤

强化协调 转换思路
全力拓展项目盈利空间

玻利维亚 I63公路项目：

玻利维亚 公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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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日至 25 日袁 公司在郑
州召开 2019 年度项目管理
暨第四届项目经理年会袁公
司领导张玉峰尧夏水芳尧陈双
权尧杨和明尧宋维侠尧李朝晖尧
魏巍尧王波峡尧郭彦明尧张涛尧
李克涛出席会议遥

会上袁公司党委书记尧董
事长张玉峰系统总结了企业
发展中所取得的经验袁 对项
目经理团队提出了如何做到
人无我有尧人有我优尧人有我
精袁 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等五
个方面的问题袁 要求大家扪
心自问尧 深入思考遥 结合公
司发展形势袁 张玉峰对项目
经理团队提出期待和希望遥

一要深刻认清形势袁积极应对
企业和个人面对的成长压力遥
二是勇于担当责任袁打好履约
创效高质量发展攻坚战遥 三
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袁打造坚
强有力的项目团队遥

张玉峰强调袁 不创新则
亡袁项目经理要做技术创新和
方案优化的强力推动者尧积极
参与者遥 要切实开好经营活
动分析会袁激励大家多创造利
润遥 要迅速行动袁按照开局就
是决战尧 起步就是冲刺的要
求袁全力以赴推进进度袁深化
经营管理袁抓好安全环保遥 项
目经理是建筑艺术塑造者尧创
造者袁就像音乐大师尧文化巨
匠袁可以成为野大家冶而青史留

名遥当你承建的工程拿到国家
级大奖尧世界级大奖袁你就是
精品建筑的塑造大师袁你就成
为了大师和巨匠遥
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

夏水芳要求大家将会议成效
进一步体现在行动上袁转化在
业绩上遥 一是快速传达尧快速
学习会议精神袁快速部署重点
工作遥 二是要对标先进袁认真
思考曰勇于担当袁敢于应考曰讲
究方法袁科学备考遥 三是要做
实管理袁抓实效益袁用务实作
风袁抓好项目建设和各项具体
工作遥 四是要汇聚优势袁在创
新发展中不断培育和建立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袁推动公司实
现健康持续发展遥

公司召开 2019年度项目管理暨第四届项目经理年会

争做精品建筑的塑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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笪集团工会在郑州召
开二届四次全委会暨 2019
年工作会
笪中原证券党委书记尧

董事长菅明军一行到访我
公司

笪公司与中国建设银
行河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笪公司召开贾鲁河项
目质量安全进度专题会

公司 年度项目管理暨第四届项目经理年会 张涛 图

欣喜、警醒、反思、振奋，

公司 2019年项目管理暨第四

届项目经理年会，在与会人员

和广大干部职工心里留下深

深的烙印。特别是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玉峰提出的项目

经理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就像音乐大师、文化巨匠，

项目经理是塑造精品建筑的

大师巨匠，给人心灵的激励和

鼓舞！

当前，公司综合实力正处

于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然

而与行业先进企业相比还有

一定的差距，在履约管理和项

目经理队伍建设上，还存在一

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和突破。

面对“三百”奋斗目标，面

对履约创效、塑造精品建筑的

要求和期待，成为大师巨匠，

你准备好了吗？

你是否将思想统一到了

公司的战略部署上来，拥有勇

争一流、追赶超越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心怀迎难而上、敢打

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是否对标先进，持续学

习，增强本领，与时俱进地改

进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掌握

了破解难题的新招和手段？

是否真正沉下心来，强化

安全质量成本等管理，推进效

益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扎扎

实实地将工程做成精品？

是否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认真审视、深入剖析项目建设

所面临的挑战？是否高度重视

方案优化和技术创新，是否拥

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在品牌建

设中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精，不断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我们赶上了一个基础设

施高速发展的好时代，恰逢其

时，也恰逢其势。

作为建筑产品的直接塑

造者，成为大师巨匠，既是项

目经理的梦想追求，也是时势

的使然。站在新的起点，要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品质观念、

发展意识，严禁重大风险，做

强核心优势，倡导精细化运

营，深入进行经营活动分析，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地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努力成为负责

任、勇担当、富有智慧和创造

力的项目核心和领头羊。

音乐已经响起，书卷已经

打开，在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

领奖台上，让我们看到你———

精品建筑的塑造者们！

成为大师巨匠，
你准备好了吗？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渊记者 龚家卉 倪萌
聪冤 3月 27日袁公司召开 2019年
分承包商合作共建推进会袁强调要
强化诚信理念袁 增强安全管理意
识袁继续做好加减法袁促进双方实
力提升遥 公司总经理尧党委副书记
夏水芳在会上作重要讲话袁公司领
导杨和明尧宋维侠尧郭彦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遥

夏水芳首先代表公司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张玉峰对各分承包商的
到来表示欢迎遥 他说袁2019年是水
电十一局实施 野六三战略冶袁 推动
野三百行动冶的开局之年袁也是水电
十一局重整行装再出发的一年遥肩
负更重的责任尧 面对更大的挑战袁

水电十一局需要寻找一批有实力尧
讲诚信尧 依法合规的分承包商队
伍袁需要双方同心同德尧荣辱与共尧
众志成城尧奋勇拼搏遥
夏水芳围绕 2019年分承包商

合作共建提出五点要求院一是持续
强化诚信理念袁 坚持依法合规经
营遥 2019年袁公司要继续做好加减
法袁压减分包商队伍袁促进双方实
力提升袁 做好产业工人培育工作袁
依法有序地强化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遥 二是增强安全管理意识袁打造
稳定合作环境遥 要严格执行野黑名
单冶制度袁把安全环保管理工作意
识融入日常尧抓在经常尧长期坚持尧
形成常态遥 三是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袁提升专业施工能力遥 各分承包
商要发扬工匠精神袁以精益求精的
态度提高管理水平袁 在新技术尧新
工艺尧新材料尧新设备上取得新突
破袁在加强技能培训尧专项学习尧素
质提升上取得新成效袁通过专业化
施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遥四是加
强农民工管理工作袁保障社会和谐
稳定遥各分承包商要按照相关制度
做好农民工工资发放及教育培训遥
五是坚守法纪底线袁营造风清气正
的合作环境遥 要严格落实野七个不
准冶袁踏实做事袁规范经营袁与水电
十一局共同营造和谐尧节俭尧廉洁
的良好施工氛围遥

公司 2019年分承包商合作共建推进会强调

继续做好加减法 促进双方实力提升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唐世伟
记者 龚家卉冤 3月 12日袁深
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地铁建设工程参建
单位履约评价结果公布袁 公司
以优异成绩袁在中铁尧中建尧中
交等参与考评的 44家工程主
体施工单位中名列前茅袁 荣获
2018年度深圳地铁集团野履约
评价优良单位冶荣誉称号遥
据了解袁此次 2018年度履

约评价涵盖范围共计 354个标

段袁涉及参建单位 204家遥履约
评价等级分为 A级 渊优良冤尧B
级 渊合格冤尧C级 渊不合格冤 三
级遥 深圳地铁建设各主体施工
单位尧 监理单位尧 前期施工单
位尧 设计单位等均参与本次考
评遥 此次履约评价结果将应用
在建设集团管辖范围内的相关
招投标中袁 这也为公司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遥

公司获评 2018年度深圳
地铁集团“履约评价优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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