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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上门数次沟通打动百人企业建会

———记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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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专注路面摊铺施工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沈健

30年 首 都 建 筑 工 人 生 涯 ，
他 专 注于干一件事情 ： “路面
摊铺施工”。

今年“十一”前夕，他主持施
工的北京东三环路三元桥至国贸
桥大修工程施工率先完工。至此，
他参与或主持施工的北京市域新
建道路或大修养护道路工程项
目， 涵盖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及
其三、四、五、六环等几乎所有环
形道路和京沈、京开、京新、京平、
京承、 京密等几乎所有放射线高
速公路，总施工里程约500公里。

他叫王荣强， 北京城建道桥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北京城建华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兼北京市场重大道
路工程项目总指挥、 项目经理。

遇到大修他瘦了10斤
王荣强籍贯河北省沧州市东

光县， 1987年以农民合同工的身
份入职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
成为北京市国有建筑企业的一名
“筑路工”， 这一干就是30年。

今年“十一”前完工的东三环
大修施工工程， 是王荣强带领项
目团队承建的所有道路大修养护
项目中，涉及的施工内容最广、应
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最多、
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 涵盖了路
面养护和技术改造、 公交站台及
无障碍系统的综合治理、 公交专
用道及公交港湾的综合处理，隔
离带和公交站台步道砖、 路缘石
的更换等系列施工内容。

项目北起三元桥西 （含三元
桥）， 南止分钟寺桥东 （不含分
钟寺桥 ） ， 主路总长 10.86公里
（含匝道总长度约为15.4公里 ），
总面积约36.6万平方米， 其中道
路约19.45万平方米 ， 桥梁15.65
万平方米 ， 步道 1.5万平方米 。
分两个施工标段进行施工。 工程
于今年7月开工。 王荣强率领的
项目团队担负了三元桥至国贸桥

之间5.068公里的施工段。
到9月11日凌晨 ， 王荣强施

工的东三环大修养护工程在同期
施工的两家单位中率先完成， 比
兄弟单位快了5天， 比业主给予
的关门工期时间提前了半个月。

王荣强告诉记者， 像东三环
大修工程这样的大修养护工程，
由于地处城区， 车流量非常大，
不可能断交通施工， 只能把施工
安排在夜间交通流量相对小的时
段。 赶上五环路、 六环路等项目
的大修养护施工， 夜里施工期间
大型车辆特别多， 施工中不断交
通 ， 采取交通导流的方式 ， 施
工人员面对的危险性非常大， 一
辆辆车从施工人员身旁不断穿越
而过。 在北京地区， 王荣强领衔
项目团队担负的所有大修养护施
工项目， 全部在夜间12点至早晨
5点短短5个小时的时段内进行，
剔除设备进出场的时间， 能够实
施路面摊铺作业的时间不足4小
时 ， 有效施工时间短 ， 程序繁

杂， 工作强度大。
每晚短短几小时的有效施工

时间， 如果安排不当， 哪个环节
跟不上或出问题， 就难以实现工
期目标。 王荣强带领项目团队科
学组织施工， 将施工流程、 工序
细化明确到交通导改、 测量、 铣
刨、 清扫、 结构层粘合、 沥青油
面摊铺 、 碾压 、 开放交通等环
节 ， 在什么时段 ， 做到什么程
度， 计划需要精确到几时几分，
环环紧扣。

施工期间， 每天夜间施工的
几个小时里， 有几万台车辆从大
修施工现场穿越， 安全是第一大
挑战。 在大修现场施工管理中，
王荣强把安全管理作为重中之
重， 人人都是安全员， 强化施工
安全的管理。 大家每天都揪着心
施工， 高度紧张， 只有到早晨开
放交通后将所有人员设备平安撤
出现场， 才能够放松下来。

王荣强担负项目经理， 每完
成一个北京市场的道路大修养护

项目， 最少掉10斤肉， 最多的瘦
掉了28斤。 在东三环三个月的紧
张大修施工期间， 项目投入施工
人员700多人， 多个点同时作业，
王荣强每晚要来回巡视一遍以
上， 等到大修完成后， 王荣强发
现他又瘦了10斤。

拿下多项创新科技成果

王荣强进入北京城建道桥集
团， 成为一名光荣的首都国企筑
路工后， 片刻没有忘记学习、 充
电。 参加工作的第四年就通过半
脱产学习， 拿到了北京市总工会
职工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大专
学历， 参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
究生课程班、 清华大学交通工程
管理研修班的学习， 在这之后考
取了工程师职称。

30年铺路职业生涯， 王荣强
亲历北京市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 也亲历道路施工设计
不断更新、材料使用不断更新、施
工设备技术水平不断更新提升的
变 化 ， 经 历 了 弗 格 勒 170型 、
ABG411型、ABG423型、ABG8820
型四代沥青路面摊铺设备的更新
换代，设备自动化性能越来越高，
铺设道路的质量越来越好， 善于
学习钻研的王荣强 ，在这些进口
的洋设备面前， 能很快掌握技术
性能和操作要领， 带领大家进行
科学的施工实践应用。

向书本学习，更向实践学习，
凡是王荣强担任项目经理的各工
程项目，他都要发挥大家的智慧，
进行科学的前期策划和严格的过
程管控，努力做到施工程序化、工
作指标分解细化、责任明确化、管
理精细化，工期、质量、安全、经营
等都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 变个
人的力量为大家的力量， 个人的
智慧为大家的智慧。

其中， 每个大型项目尤其是
创新型项目， 都有工程质量、 科
技进步方面的目标， 王荣强都要

做到确保每个项目实现一项以上
的省市级以上工程质量奖和科技
成果奖目标 ， 项目先后取得了
2016年度中国公路养护工程奖 、
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竣工长城杯
金质奖等工程质量奖 。 同时 ，
《不断交通同步超薄磨耗层预养
护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提高超
薄磨耗层合格率》《聚合物改性沥
青防水层施工技术在桥梁大修工
程中的应用》等科技成果，分获北
京市公路学会科技进步奖、 北京
市工法、 北京市工程建设优秀质
量管理小组一等奖等系列荣誉，
其论文还被《市政技术》等工程施
工类技术类杂志刊用。

这些年来， 道路工程施工的
大业主单位北京市首发集团、 公
联公司， 在工程建设前期的施工
方案研究时， 往往邀请王荣强帮
助出谋划策。 常年在路面摊铺施
工一线的王荣强， 提出的一些建
议往往比较切合实际， 多次被采
纳应用。

儿承父业继续修路

30年的铺路职业生涯， 王荣
强付出了青春。 虽工作在北京，
但孩子从小到大， 他没开过一次
家长会， 没接送过孩子上下学，
在河北东光老家某学校当老师的
妻子张树香， 只能辞去工作随他
进北京支撑起他们的家， 以全力
支持丈夫的铺路工作。

如今 ， 王荣强引以为豪的
是， 假日里被他多次带到路面摊
铺施工现场的儿子王曦， 打小受
到熏陶， 爱上道路工程施工这一
行。 2014年， 王曦大学毕业后 ，
子承父业 ， 先后在企业的京良
路、 安庆市政道路项目工作， 成
为所在企业的新一代筑路工。

最近， 王荣强带领项目团队
又 将 开 赴 北 京 市 城 市 副 中 心
工地， 担负起新的路面摊铺施工
任务。

“让更多职工享受到工会大
家庭的温暖， 是我最大的心愿。”
丰台南苑地区工会专职工作者马
灿国说。

今年59岁的马灿国 ， 还有1
年就要退休了， 而他， 干工会工
作已经有11年。

“这么多年来，工会工作越来
越规范，越来越细致，当然，工会
工作者也越来越忙。 看到有越来
越多的职工认可工会， 感受到工
会娘家人的关怀， 我打心眼里高
兴，我跟工会有很深的感情。 ”马
灿国说， 想让更多职工享受到工
会的福利，就必须跑建会，而建会
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为了推进建会， 今年南苑地
区总工会结合南苑乡重点村改造
和整建制转居工作以及配合城市
化进程加速推进的特点， 采取工
会干部定期走入基层， 到符合建
会条件的企业进行宣传指导， 积
极探索了多种工会组建和职工入
会方式。

“我们地区总工会主席多次
召开基层工会主席会部署建会工
作，指出建会的重点单位，并提出
建议方案；在主席的带领下，我们
工会工作者多次深入基层， 进行

建会的宣传、指导和沟通工作，积
极协助有建会意向的单位办理相
关的入会手续； 还多次组织了职
工沟通会。 ”马灿国介绍道。

从今年9月份起， 马灿国了
解到辖区新宫村有一家健康养生

类的民营企业职工人数超过了百
人， 但是还未建会， 于是， 他跟
着南苑地区总工会主席， 在新宫
村工会主席的引导下， 来到该民
营公司。 第一次去时， 接待他们
的是该民营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马灿国把工会的宣传册给对方，
并讲明来意， 但是对方说总经理
不在， 于是他们只好回去。

“没过多久， 我们又一次上
门， 宣讲工会法的一些知识， 对
方又说公司董事会成员不齐等原
因， 再一次空手而归。” 马灿国
最终与对方电话沟通了五六次，
上门三次后， 对方终于被打动，
同意建会， 该公司职工有120人，
目前正在办理建会的相关手续。

截至目前， 南苑地区今年共
有5家独立建会企业， 这是人数
最多的一家。

“建会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
要一遍遍上门， 一遍遍宣讲工会
法内容， 工会的福利优惠， 掰开
了揉碎了一遍遍说， 不能怕吃闭
门羹， 不能没有耐心， 不能怕被
拒绝， 还要紧盯着。” 马灿国感
慨地说。

在马灿国和其他工会工作者
的努力下， 南苑地区总工会分别

在大红门锦苑社区 、 才华客运
站、 中苑盛世公司、 中福丽宫、
槐房艺术幼儿园、 瀚海花园大厦
和马家堡鑫华工贸集团等组织举
办了11场职工沟通会， 接待咨询
人数800多人， 发放宣传材料800
余份， 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 为更好地推动建会工
作的开展， 南苑地区总工会经过
与南苑乡党建办、 南苑乡经委的
多次沟通交流， 建立了协调沟通
机制， 从而为建会工作提供准确
依据。 而马灿国也凭借出色的表
现， 在今年6月份， 被评为 “北
京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在南苑地区总工会和各基
层工会的共同努力下， 今年我们
共建会29家， 新发展会员614人；
累计涵盖单位数351家， 发展会
员总数16217人 ， 覆盖职工总数
17914人。 这真是一个让人自豪
的数字。 未来， 我们还需要再接
再厉。” 马灿国说。

王荣强 （左） 和儿子王曦在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