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速公路上吹响“先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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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朱明海/摄

一年时间荒地上拔起五座指廊

全国工人先锋号
北京新机场工程项目总承包部

全国工人先锋号
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京承收费所

在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工程中， 北
京建工集团承建的旅客航站楼及综合
换乘中心 （指廊） 工程， 由东南、 中
南 、 西南三座长达411米的指廊和东
北、 西北两座长298米的指廊组成， 工
程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

2016年3月15日， 北京建工集团调
集旗下土建 、 安装 、 钢结构 、 建材 、
装饰等各专业领域精兵强将组成项目
团队， 正式入场施工。

而在2017年3月16日早上7点， 天
安门广场向南48公里， 白恒宏换好崭
新的工装， 正了正头顶印有 “北京建
工” 字样的安全帽， 再次走进已经奋
战了整整一年的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
作为北京建工集团北京新机场项目总
承包部的项目经理， 他在当天带领团
队兑现一年前的承诺， 为北京新机场
航站楼中南指廊浇筑最后一斗混凝土，
此举标志着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混凝土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凤凰展翼” 的
图景在建设者的倾心打造下从蓝图变
为现实。

“一年前我来现场的时候， 这里还
是一片荒地 ， 从工地走一圈儿回来 ，
几乎满嘴都是沙子。” 说这话的是51岁
的毛长在 ， 东指廊分部 （包括东北 、
东南指廊） 的施工负责人。

36岁的郭双朝是西指廊分部 （包
括西南、 西北指廊） 负责人。 这位在
企业正值当打之年的 “干将”， 在家则
是可爱的三胞胎女儿的父亲。 自打新
机场指廊工程结构施工开始后， 他天
天扎在工地上， 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回
家几趟。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 妻子辞
了职， 全职照顾家庭和孩子。 谈到这

一点， 郭双朝满心愧疚。
为了让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迸发出冲劲和力量，郭双朝大胆启用青
年管理人员，分片负责施工区域，压上
担子，给予信任，鼓励他们放开手脚去
干，没有任何借口，只用结果说话。

负责中南指廊施工的洪彪， 14年
前还是北京建工集团承建的首都机场
T3B航站楼工地上的一名 “小兵”。 14
年过去了， 他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
面的负责人。 接到北京新机场建设任
务后， 洪彪笑称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机
场 “转了个圈 ”， 如今 “又回来了 ”。
洪彪说： “我是个享受挑战的人， 从
接到任务的那一刻， 我就一直在琢磨，
怎么才能把这座下穿三条轨道线的指
廊建成， 建好！”

中南指廊下面有三条相对独立的
隧道 ， 净高11.55米 ， 跨度分别为 11
米、 12米和15米， 这给模板拼装和浇
筑施工带来了似乎是难以破解的问
题———如果动用钢制模板， 体量过大，
重量过重， 超过了施工塔吊的吊装能
力。 如果采用木制模板， 虽然可以通
过拆拼控制体量并极大减轻重量， 但
是由于标准化的木制模板常规高度在6
到7米， 这就意味着混凝土必须分两次
浇筑， 会在结构体的中间留下钢筋接
头和浇筑的接缝， 不仅影响美观和质
量， 还会额外耗费工期。

面对这样的 “两难” 选择， 洪彪
和大家一起开动脑筋， 经过反复比对、
测试、 试验和可行性论证， 最终决定
采用定型 “木工字梁” 整体模板， 同

时配合钢木混合龙骨搭建结构骨架 。
心细的洪彪算了一笔账： “同一流水
段的混凝土采用普通散拼木模需要工
人50名 、 用时4天 ， 长时间占用了塔
吊、 模板加工设备等资源。 而采用木
工字梁模板后， 只需要工人20名、 用
时2.5天， 这样工期就可以赶在前边。”

就这样， 新兵老将齐心协力， 北
京建工集团300多名项目管理人员和
6000多名劳务人员日夜鏖战， 攻坚克
难， 立起28台塔吊， 完成基础桩7058
根 ， 绑扎钢筋8万吨 ， 累计外运土方
140万立方米， 相当于两个半什刹海的
容积。 到2017年3月16日， 北京新机场
开工建设一年之际， 这支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战斗的铁军团队
圆满完成五座指廊混凝土结构。

“五一” 前夕， 传来喜讯， 首发集
团京沈分公司京承收费所被中华全国
总工会授予 “全国工人先锋号”， 这是
全国工人战线的最高集体荣誉。 一个
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集体， 用责
任书写青春 ， 撑起建设 “人文高速 、
科技高速、 绿色高速” 的重任。

这里的收费所管辖的路段起于北
四环望和桥 ， 止于六环酸枣岭立交 ，
全长21公里。 20个班组， 600名职工负
责着京承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费征收
及相关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建站15年
来， 他们连续几年荣获 “北京市交通
工作先进集体”， 多次被集团公司、 分
公司评为先进收费所 、 先进党支部 、
先进工会分会。 今年， “工人先锋号”
的号角在这里奏响了。

京承高速公路是北京著名的 “政
治路、 旅游路、 经济路”。 作为一条旅
游黄金路线 ， 近郊连接顺义 、 怀柔 、
密云等重点旅游区， 省际旅游贯穿河
北、 内蒙古、 东北等地， 被北京市假
日旅游办列为重点保障路段。 “我们
京承路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政治路
线。” 京承收费所所长赵旭东补充说，
京承路是连接机场2号、 3号航站楼的
便捷之路， 是通往 “时尚会都” 怀柔

的必经之路， 也是通往新国展的首选
线路。

正因为这条路的特殊性， 该所围
绕收费行业的特点， 一直努力在为车
户提供优质服务、 文明服务上下功夫。
在所有收费员中有一名响当当的名
字———方秋子。

每分钟都面带微笑说 “您好！” 每
天连续6个小时不间断 ； 每分钟点清
300张纸币 ； 平均每 辆 车 收 费 速 度
低于 6秒、 发卡速度低于2秒， 而且连
续6年无差错……这一个个高速公路收
费员 的 “绝 技 ” ， 谁 能 做 到———方
秋子 ！ “作为高速路服务员， 自己的
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首都高速的窗口
形 象 ， 发 挥 劳动模范传 、 帮 、 带作
用， 带动身边同事从本职做起， 为车
户提供满意服务。” 这是秋子的肺腑之
言。 “真诚的笑脸、 热情的话语、 甜
美的声音、 周到的服务、 精湛的业务”
是秋子服务的特色， 为过往车户提供
快速、 真诚、 优质的服务， 这也是秋
子服务的实质。

“我们将 ‘秋子服务’ 标准与星
级评比相融合， 定期组织 ‘秋子服务
示范岗’ 人员开展服务培训工作， 把
‘秋子服务’ 要点和技巧与大家沟通交

流 ， 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目的 ，
以点带面发挥辐射作用， 有效地提高
了全员的服务水平。” 赵旭东说。

此外， 该所于2014年还启动了路
警联勤机制， 就是与辖区路产、 养护、
交通队、 派出所等相关单位建立了信
息共享、 快速反应、 联合处理的协作
关系， 在治逃、 疏导保畅、 救援等工
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么做的效
果很明显。 我们经过不断创新， 由原
来以治逃为主向为公众服务， 为收费
现场服务拓展延伸。” 赵旭东介绍， 遇
到重大节假日及保障期间， 他们还会
与交通队执勤交警开展路警联勤秋子
服务站志愿服务活动， 为车户提供交
通指南、 便民服务、 答疑解难、 救助
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

京承收费所车流量大， 保障任务

繁重， 为了有效缓解员工的工作压力，
增强员工凝聚力、 向心力， 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 收费所还会
组织职工参加各种业余活动。 4月21日
下午， 京沈分公司篮球总决赛正式拉
开帷幕， 经过激烈角逐， 京承男篮和
女篮双双问鼎冠军。 这样的比赛佳绩
不是偶然的， 而是该所重视员工业余
生活的结果。 该所组建了 “服务、 业
务、 创新、 文艺、 体育、 雷锋” 6个特
色班组， 将特色活动与日常工作有机
结合， 不断创新活动形式， 并依托特
色班组， 广泛开展职工社团活动， 即
舞蹈社、 篮球社、 羽毛球社、 健身社、
文学社、 游泳社、 游戏战队， 拓展员
工交流的平台。 “只有这样， 管理才
能出成绩， 出效益， 这是京承收费所
所有职工的共识。” 赵旭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