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山之石

工期缩短了30%、 耗水减少
了65%、 能耗降低40%、 人工减
少 47% 、 建筑垃圾减少了 59% ，
这一组漂亮的数据， 来自中建一
局总承包公司滨湖润园一标段项
目。 近日， 本报记者走进该项目
探访。

与其他工地不同的是， 这里
没有漫天的扬尘、 散落的沙土、
横流的泥水和成堆的建筑垃圾
……只见吊车、 塔吊、 机械娴熟
地将各种住宅构件， 一个又一个
地组装起来。 原来， 这是一个装
配式住宅项目， 工地像配装汽车
一样建造房子。 凡是能在施工现
场分解出来的部件， 都会拿到工
厂的流水线上进行标准化生产，
然后再运到工地组装。

“可以预制的有 76717块构
件， 均是在工厂生产后再送到现
场进行吊装的。 安装这么多块构
件 ， 大概需要4000多次物流 。”
项目执行经理熊飞说。

据熊飞介绍， 项目施工面积
约26万平方米， 共有15栋楼22个
单 元 ， 构 件 预 制 率 达 到 52% 。
“一开始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只
得分批派出职工， 前往不同的装

配式住宅工地学习经验， 最长的
学习了半年。 大家学成回来后，
我们和甲方一起制定了施工方
案， 决定将一切困难都放在工厂
进行， 并运用BIM技术， 将所有
能够预制的构件进行预制， 确保
施工的万无一失。” 熊飞说。

普通建筑15栋楼用七八个塔
吊就够了， 考虑到装配式住宅的
一些构件超大， 甚至达到5吨，因
此滨湖润园项目安装了15台大型
截臂塔吊，运用了几十种吊具，确
保每一块构件能平稳安装上。

熊飞告诉记者， 面对装配式
住宅这个新生事物， 施工的农民
工也没有经验。 因此， 项目专门
开设农民工夜校组织农民工学
习， 合格后发放证书， 才可以上
岗操作构件。

15栋楼里面， 最高的98米 ，
共33层。 由于项目是当地的保障
性住房， 为了让百姓收房后能放
心居住， 项目创造了新工法进行
灌浆。

“这种灌浆技术也是能抗震
的关键技术之一， 是装配式节点
的连接技术。 运用高强的灌浆料
灌浆进行连接， 目前我国的装配

式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基本等同
于现浇结构的抗震性能， 甚至某
些性能超过现浇结构建筑的抗震
性能。” 项目总工赵士笑说。

“装配式住宅技术成熟可靠。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通过各类计算
模型的模拟， 多样化全方位的实
体实验， 通过国内外大量项目的
实践， 证明房屋的质量与安全是
经得起考验的， 技术是成熟可靠
的。 装配式建筑由于大量的部品
部件都是工厂生产的， 对品质的
把控能力远远大于传统现浇的现
场施工作业。” 赵士笑说。

考虑到百姓居住方便性， 甲
方指定了防水 、 入户门 、 外墙
胶 、 地砖等都是一线品牌 。 其
中， 外墙胶运用了新材料， 比普
通的胶提高20%的粘合力， 粘接
后能经受住 20%及以上位移形
变； 防水性能更好； 长期阳光照
射、 雨水冲刷下不开胶； 和外墙
涂料有良好的相容性； 施工流程
简单，容易掌握；低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无有害物质添加。在构件设
计中，项目还预埋了各种管线、开
口位置，以后百姓装修时，就不必
再次在构件上打孔了。

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滨湖润园一标段项目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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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吐槽会”让职工“想说就说”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由于交接班时间需要开班
前会， 我们得提前半个多小时到
车间， 这算不算延长工作时间”
“公司原定脱胶岗位劳保鞋要穿8
个月才能换新的， 而实际上鞋子
穿6个月有的就漏水了， 这个规
定不科学， 我建议要改” ……

不兜圈子，直来直去，提的问
题既中肯又尖锐， 这是日前在江
苏省阜宁协鑫光伏科技公司工会
组织的 “职工吐槽会” 上职工们
“吐槽”的场景。 今年，这样的“职
工吐槽会” 在阜宁县总工会的推
广下正在更多企业“复制”。

记者在协鑫光伏公司 “职工
吐槽会”现场看到，会场以圆桌会
议形式布置。 参会的27名员工代
表对公司决策、工资奖金分配、后
勤管理与服务、 职工休息休假等
方面提出意见， 在场的企业负责
人则不停记录，并逐一解答。

“要让职工放松心态想说就
说。” 该公司工会主席储钢介绍，

“职工吐槽会 ” 不设固定议题 ，
不明确特定对象， 只要职工 “有
话要说”， 就可向工会申请参会。
职工既可以为公司发展建言献
策 ， 也可以对企业某个问 题 提
出意见建议 。 对个别不善言辞
或仍心有顾忌的职工， 工会请他
们以不署名的书面形式表达。

参会的职工小沈说， 上次的
会上他提出， 希望公司将职工每
月工资构成的具体情况及时告知
职工， 现在职工从微信上就能查
到工资条了。 “这次的会上我又
提了一条建议， 人力资源部当场
给了我答复， 我很高兴。”

据阜宁县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负责人介绍， “职工吐槽会” 更
接地气， 更能听到职工真正的心
声。 目前县总正将这一做法在该
县经济开发区的重点企业及全县
60余家规模企业中逐步推广。

阜宁县总要求，“吐槽会”由
企业工会主席担任组织协调者，

每次会议都要有一名管理层成员
参加；会议以职工问、公司答的形
式进行，对发言的职工，记录时依
次编号，只记内容，不问姓名，让
其放松心情，畅所欲言，无后顾之
忧；对职工提出的问题，行政方及
工会能现场解答的当即回复，需
要提请讨论的要明确告知回复时
间。一般每两月召开一次，在每次
会议召开一周前，由工会出告示。
出席人员采取个人主动报名的形
式确定。 如因班次不能参会的职
工， 可采取委托他人或以书面形
式转达本人诉求。 出席会议人数
一般按照企业规模而定， 百人以
下的企业可按四分之一的比例确
定参会人数。

协鑫光伏公司助理总经理张
再道说： “让职工 ‘吐槽’， 即
使被骂上几句， 换来的却是职工
‘真金白银’ 的锦囊妙计， 值！”
目前， 该县已有3家企业实行这
一做法。 据 《工人日报》

“既有专业知识培训， 还有
现场体验、 网上测评和专家的指
导， 真是太实用了。” 近日， 来
自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分行的120名基层职工分批
在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接受了为
期一天的心理培训， 感受了一场
心理 “ＳＰＡ”。

记者从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获悉， 本次培训不仅包括 “压力
与情绪管理” 案例讨论， 还包括
团队建设—心理沙盘体验以及职
工心理体验服务系统平台 （应用
平台）。 整个培训内容旨在帮助
这些基层职工初步掌握压力管理
的方法与技术， 有效抗击职业倦
怠， 提升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自
我心理调适和团队协作能力。

江苏省阜宁协鑫光伏科技公司工会：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如何在火灾 中 逃 生 和 疏
散？” 问题刚一结束， 立刻有职
工站起来回答。 近日， 北京城建
置业有限公司在城建大厦16层报
告厅举行第二届置业公司职工管
理知识竞赛。

据悉， 本次管理知识竞赛是
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综合性
比赛， 竞赛题目包括经营管理、
物业管理 、 制度规范 、 党建知
识、 项目管理等多项职工在日常
工作中经常运用到的知识。 自4
月份开始， 历经出题、 命题、 学

习和竞赛等四个阶段， 最终确定
13支代表队， 39名选手参加最后
的预决赛。

“通过此次竞赛， 职工对业
务规范和规章制度进行了系统学
习， 达到了进一步巩固提高和深
化的目的 。 以赛促学 ， 以学促
干 ， 进一步增强全员的管理意
识， 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意
识， 促进公司的各项管理再上新
台阶 。” 最后 ， 经过激烈角逐 ，
在参赛的13支队伍中， 决出一、
二、 三等奖各1名， 优胜奖3名。

城建置业以赛促学提升管理水平

近日， 130名单身青年齐聚
北京建工集团总承包部新机场项
目部， 一场专为他们量身打造的
“情牵建设者·缘定新机场” 主题
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在这里举行。

本次青年联谊活动由北京建
工集团公司工会、 团委主办， 大
兴区总工会、 大兴团区委协办。
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来自北京建
工集团、 大兴区总工会、 大兴区
团委等多家单位。

在去往项目部的大巴车上，
单身青年进行了 “人名接龙 ”
“乐趣游戏” 等热身活动。 在项
目部大会议室里， 玫瑰花瓣点缀
着红色的T台， 单身青年们顺序
登场， 走出机场制服主题秀、 青
春校园主题秀、 中国韵味主题秀

和集团工装主题秀， 并进行了多
个板块的游戏环节。

“心心相印” 3分钟约会环
节 ， 所 有 异 性 青 年 面 对 面 交
流， 时间一到， 男方按规则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换桌。 为给大家
悄悄表达心意的机会 ， 现场工
作人员化身 “爱情小天使”， 帮
助青年传递 “爱的小纸条 ” ， 为
一见倾心的单身男女们 “牵线
搭桥 ”， 两 人 一 组 自 由 组 合 制
作迷你花束。 真情告白环节， 6
对单身男女牵手成功。

北京建工集团公司工会、团
委还组织青年职工前往新机场中
南指廊现场， 聆听了工程建设情
况， 进一步加深青年们对新机场
建设的认识和对建设者的了解。

像配装汽车一样造房子

□通讯员 裴蕾

北京建工助青年职工“脱单”

职工现场体验网上心理测评

随着天气逐渐转冷， 公交保
修三厂负责的3700余部公交运营
车辆全部完成暖风检修工作， 保
证冬季正常供暖。 同时， 相关配
件 等 冬 防 筹 备 物 资 已 陆 续 筹
备 到 位 ， 以保证运营车辆的正
常出行。

通讯员 马振涛 摄影报道

筑牢冬防“安全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