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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住住总总北北宇宇物物业业城城市市副副中中心心项项目目部部经经理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艳艳

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副中心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本报记者 白莹

“老市政”遭遇新挑战

姚建国

“我们要凭借住总人的意志、 力量
和智慧， 创造历史、 追求艺术、 雕琢
精品， 交出政府满意的 ‘里程碑’ 工
程。”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住总精挑细
选的建筑人员正在人大、 政协办公楼
两个项目开展劳动竞赛。

作为后勤保障部门， 项目部的物
业公司拿出了最大干劲， 为参建者解
决后顾之忧， “虽不是参建者， 但我
们是取得好成绩的有力后盾， 任务同
样艰巨。” 北京住总北宇物业城市副中
心项目部经理王薇就是全力以赴带队
的那个人。

“秩序部做好每日各处物业陌生人
员、 车辆的来访记录， 加大现场指挥
部的安全隐患排查和夜班巡逻力度 ；
会议服务人员加强培训， 注意仪容仪
表礼貌礼仪； 保洁人员注意卫生死角，
加大办公区域和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洁
频率” ……每一次接到接待任务， 王
薇都会不厌其烦的强调着。 “尽管平
时大家各项工作保持得不错， 但我们
仍要拿出最大的干劲儿， 确保每次接
待工作的顺利进行。”

住总北宇物业城市副中心项目部
是2015年11月9日成立的， 至今已一年
有余。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先后承
接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

建设办公室、 现场指挥部食堂等， 共
计约4.5万平方米物业面积， 为参建干
部职工500余人， 提供内容涵盖秩序维
护、 环境保洁、 公共设备设施维修养
护、 会议服务、 餐饮服务等多个范畴
的后勤保障服务。

在项目经理王薇的带领下， 大家
同心协力有效地确保了工程建设各项
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参建者排除后顾
之忧。

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年轻团
队， 经过一年的发展和壮大， 已经从
五人发展成为百人， 大家吃住都在项
目。 好的项目需要一个优秀的带头人，
项目经理王薇就是这样一个让大家伸
大拇指的带头人。

一年365天， 她有360天都奉献给
了项目。 从项目成立初就跟大家同吃
同住， 大家对她都很了解， 每个人都
能听出她的脚步声 ， 她的步子很快 ，
很急， 却透露出一种坚持……

为保证指挥部人员的就餐质量 ，
项目经理王薇要求全程监控。 除了常
规的荤素搭配， 粗细粮结合， 以及各
种节日的风俗习惯外， 着重根据季节
和天气的变化、 指挥部各类人员的喜
好来调整膳食的品种和风味。 她在大
家用餐过程中会留意每个人的饮食禁

忌， 做到及时提醒。
指挥部有位王师傅已经五十多岁

了， 今年的体检胆固醇偏高， 可他又
偏爱吃炒肝， 每次都是在北宇物业这
个团队人员的监督下少吃一点， 早餐
的鸡蛋 ， 服务员也会提醒少吃蛋黄 。
王师傅经常 “委屈” 地说在家吃饭就
被看着， 到单位也不自由。

话虽这么说， 但是王师傅心里美
滋滋的 。 “这个酥饼含糖您少吃一
点 ”、 “这个杭椒牛柳是辣的 ， 您怕
辣” ……在项目经理的提醒下， 餐厅
服务员牢记着每位在指挥部工作的同
志的喜好。

不仅如此， 食堂也会定期推出一
些小龙虾、 麻辣烫、 麻辣香锅等美味
菜品， 给远离市区、 不常回家的同志

们来解解馋。 厨师们闲暇时间也总是
坐在一起讨论着新的菜式和花样主食，
力求让辛苦在一线的人员能吃的满意、
吃的舒心、 吃的放心。

转眼间， 北京住总北宇物业服务
公司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部已经成立
一年多了。 地勘、 打桩、 基础、 垫层、
正负零、 封顶……看着工地一天一个
样儿， 大家心里有满满的成就感。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虽然没有
亲自参与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
当 中 ， 但在王薇的带领下全体员工
用自己贴心、 细致、 周到、 热忱的服
务， 为指挥部全体人员解决了后顾之
忧 ， 让他们能够毫无顾虑的 、 全身
心的投入到如潮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
设洪流中。

“不管什么工程 ， 如果干不好 ，
心里就不踏实。” 这是有着36年一线施
工管理经验的姚建国最 深的感受 。
1980年参加市政工作的姚建国， 是一
位地地道道的 “老市政”， 身边同事都
亲切地称呼他 “姚工”。 但在北京城市
副中心工程， 他却遇到了新挑战。

用他的话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工
程意义重大。 这是一项政治工程， 施
工各方面标准高、 要求严， 不管是对
企业， 还是对他个人都是一次前所未
有的挑战。 现阶段姚建国主要负责前
期所有临时道路施工， 保证各参建单
位顺利进场。

作为项目常务副经理， 这位久经
沙场的 “老市政” 再次展现出了过硬
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才能。 特别是为了
保证北京城市副中心临时道路的 “高
标准” 建设， 他带领百余名管理人员
展开了一次次攻坚战。 目前， 最后一
条临时路施工已胜利接近尾声。

“别看叫它临时路， 但是建设标

准比一般城市道路还要高。 就拿混凝
土密实度来说 ， 临时路要达到98%，
一般城市道路也只有95%或96%”， 为
了保证施工质量， 姚建国介绍说， 每
一条临时路正式修建之前都要先做一
段试验路段， 打好样板， 采集技术数
据， 试验成功以后才组织进行整个路
段施工。

施工过程中， 尽管工期紧张， 设
计变更频繁， 但是每一道工序、 每一
项流程都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 “规规
矩矩” 地向前推进， 不能出现丝毫差
池 ， 既要抢进度 、 稳推进 、 保工期 ，
又要讲规范、 重质量、 提形象。

“前不久， 北京城市副中心搞起
了劳动竞赛， 我就和团队一起琢磨怎
么攻克难关。” 姚建国说， 为此， 他和
项目团队一面全力做好工序优化、 人
机物料组织， 一面加强现场过程控制、
提升安全文明施工水平， 并通过采取
一系列微创新、 小窍门等手段让施工
建设事半功倍。

他给记者举例道，为确保临时路路
面质量，施工中选择应用了高端监测设
备综合检测仪；为缩短道路水稳养护周
期，提高施工速度，巧妙采取了双层水
稳同时养护的办法。为进一步提高文明
施工水平， 项目专门出台了管理办法，
成立了“文施”小分队，对施工区域进行
实时保养的同时，还对周边社会道路进
行清扫、洒水。“施工区绿化也已经着手
了， 前几天撒下的草籽， 现在都冒头
了。 ”姚建国说。

姚建国坦言， 干施工是件苦差事。
现在， 许多年轻人刚到项目会觉得苦、
觉得累， 有人甚至想打退堂鼓。 这些
都可以理解。 所以， 他很少和那些小

年轻发脾气， 哪怕是他们在工作中犯
了一些小错误。 姚建国更愿意慢慢地
去引导， 把好坏、 利弊向他们讲清楚，
尽量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这帮年轻
的孩子做好榜样。 他说： “我女儿今
年25岁， 和项目上的那群小年轻差不
多大。”

36年间， 姚工从基层一线施工员、
技术员干起， 当过工区队长、 项目总
工、 生产副经理以及分公司的负责人。
一路走来， 参建的大小工程不计其数，
项目类型无所不含 ， 从道路 、 桥梁 、
高速工程， 再到地铁、 水厂、 综合管
线， 几乎所有类别的市政施工都跳不
出他的工作历程。

搞好后勤保障成就感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