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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搭建网络平台 让员工用手机学安全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张秀 杨德正/摄

前不久， 京沪线上的无锡站
站房投入使用了， 漂亮、 舒适、
整洁的环境， 让春运期间出行的
人们感受到了温暖。

改造该站房的带头人名叫唐
帅， 有着13年的建筑经验， 是全
国优秀项目经理、 中铁建工集团
2017年十大杰出青年。 他先后参
建了上海松江达群项目、 沪宁城
际二标段常州站、 无锡站改造工
程项目， 现任中铁建工集团上海
分公司京沪铁路无锡站改造工程
项目经理。

为业主深化图纸展才华

唐 帅 ， 1982 年 8 月 出 生 ，
2004年参加工作。 从见习生栋号
负责人、 技术主管、 总工到项目
经理 ， 13年时间 ， 唐帅精进不
休， 成长为一位集铁路站房、 高
层住宅、 商业综合体、 大型市政
工程、 工业厂房建设经验于一身
的复合型人才。

2006年至2007年， 唐帅在南
京明基医院项目担任技术主管。
当时业主给的图纸深化程度不
够， 施工队看着图纸无从下手。
作为技术主管， 唐帅主动担起了
图纸深化的任务。 他花了半个月
时间画图， 将业主给的平面图剖
析成立体图， 一下子施工队伍就
看明白了， 得以顺利推进工程。
“我要画不出详细的深化设计 ，
工人就没有办法干活。 所以每天
别人准时回家， 我都要忙到凌晨
四五点才回家。” 唐帅说。

正是这次卓越的表现， 唐帅
的才华在团队中得到认可。 2008
年， 他在上海松江达群三期工程
担任项目总工。 此后又担任沪宁
城际常州站项目副经理兼总工、
常熟达富厂房项目常务副经理兼
总工、 南京汇杰新城01地块保障
房项目总工。

一次次的历练， 让唐帅快速
成长起来了。 2012年， 唐帅在马
鞍山游泳馆网球馆项目担任项目

经理。 凭借工程质量， 他得到建
设方马鞍山市重点工程局的认可
和信任。 在同众多施工单位竞争
中， 他又带领团队陆续承接了4.
8亿元的马鞍山市中心体育场工
程 ， 3.7亿元的马鞍山农村商业
银行工程 ， 2.5亿元的马鞍山客
运中心工程， 几乎包揽了马鞍山
大型的政府工程， 开创了马鞍山
市场的新局面。

凭借出色的才能， 唐帅也收
获了一系列荣誉称号。 2009年中
铁建工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2010
年中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先进
工作者， 2013年中国中铁优秀青
年项目总工， 2013年上海市工程
建设质量管理优秀经理人， 2015
年全国优秀项目经理等。

“大动脉”旁“做手术”

2016年1月 ， 中铁建工上海

分公司中标京沪铁路无锡站改造
工程项目。 京沪铁路无锡站改工
程作为营业线施工站改项目， 站
改期间火车不停止运营， 旅客不
停止办客， 铁路各站段、 各部门
及外部需协调单位的关系错综复
杂， 项目面临着施工风险极大，
施工条件非常困难， 项目工期非
常紧张的局面。

“接到无锡站房改造的任务，
相当于在一条大动脉旁边做手
术。” 面对困难， 唐帅勇担重任，
毅然踏上攻坚克难之路。

唐帅积极与路局客运、 运输
等单位协调沟通， 通过方案优化
列车停运班次及旅客进出站流
向， 将每次改造停两条线路改为
停三条线路等措施， 将五阶段施
工优化成了三阶段施工， 将纯要
天窗点施工变成临营施工， 大大
缩短施工工期 ， 减轻了安全压
力。 为了保障旅客正常进出站，

唐帅还通过建立过渡候车室， 实
现站房整体改造， 提高了施工效
率， 化解了改造过程中对旅客安
全的影响， 节约了工期。

唐帅还通过优化施工组织 ，
将停线施工区域抽除铁轨、 拆除
接触网， 改作运输道路， 从根本
上解决了材料运输困难和接触网
安全风险的问题。

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狠劲儿”， 站改施工高速运转，
唐帅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路局下
达的各个转场时间点 ， 安全可
控， 多次在指挥部十余个施工单
位的绩效考评中获得第一名。

今年1月， 为了确保京沪线
无锡站站房在春运期间能投入使
用， 唐帅又带领队伍， 抢工期烘
烤石材， 使用非常规施工技术方
法， 让站房按时投入运营。

技术创新控制误差2毫米

“工 程 质 量 来 不 得 半 点 马
虎。” 唐帅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
么做的。 2012年， 唐帅担任马鞍
山游泳馆网球馆项目经理期间，
为解决圆柱钢模缺陷， 创新使用
圆木模； 为解决止水螺杆漏水隐
患， 创新使用可卸式止水螺杆，
克服了原有材料缺陷 ， 加快进
度， 节约成本。

在马鞍山游泳馆施工期间 ，
施工队伍初步完成了国际标准游
泳池的施工， 但唐帅带领队伍检
查时，通过精确测量，发现有2毫
米的误差。 “这个误差会导致安全
隐患， 我决定将有误差的施工部
分砸掉，全部返工。 ”唐帅说。

为解决加气块墙抹灰空鼓开
裂隐患， 唐帅创新使用免抹灰施
工工艺。 为确保国际标准泳池精
度及质量，唐帅形成了“国家标准
泳池池壁一次成型质量控制”控
制工艺， 并获得2016年上海市工
程建设管理优秀QC成果一等奖。

此外， 唐帅多项技术创新也

获奖，《马鞍山体育场环形看台综
合施工技术研究》 获得中铁建工
集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提高体
育场树形柱类安装及焊接质量》
获得2016年上海市工程建设优秀
QC成果二等奖， 马鞍山体育场
QC小组获得2016年全国工程建
设优秀QC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

带团队助力90后成长

作为项目团队的领头人， 唐
帅不忘培养新人， 在工作上和生
活上给予细致的照顾。

“没有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
内心是做不好工作的。 ” 在生活
中， 唐帅拥有自律的生活习惯和
爱好。每天早上5点风雨无阻跑步
8公里，遇到节假日骑行单车40公
里，强健身体。每天晚上他还要静
坐思索一天的工作得失， 一日三
省，不断提高完善自己。

王亚今年25岁 ， 来自安徽 ，
毕业后来项目工作已1年， 是一
名技术员。 “刚开始压力大， 从
来没有离家这么远， 唐帅每个礼
拜找我们新人谈一次心， 生活上
对我们也特别照顾。 在工作上 ，
唐帅非常自信， 处事不惊， 每天
计划性很强， 还教我与不同分包
队打交道的方法。” 王亚说。

“刚到公司时， 恰好是唐帅
给我们新人培训。 印象最深刻的
是， 他每天都要静下来思考今天
做了什么， 哪些做得好， 哪些做
得不好， 再计划第二天的工作。”
去年7月来到无锡站改项目的23
岁的技术员夏德建说。

季佳林今年25岁， 是一名技
术员。 2015年无锡站改刚开工，他
就来到项目。 “唐帅给我的第一感
觉是雷厉风行、果断。但让我最感
动的是， 去年中秋唐帅给每名职
工家里都快递了一盒月饼， 让家
人感受到了项目的温暖。 ”

唐帅带的多名徒弟也都走上
了管理岗位， 有的成为项目生产
经理， 也有的成为项目总工。

———记中铁建工上海分公司京沪铁路无锡站改造工程项目经理唐帅
13年历练成就建筑精英

从 2006年 7月参加工作起 ，
申玲玲连续7年一直在基层项目
从事一线工程技术及资料档案管
理工作。 因工作成绩突出， 2009
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被中铁北京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评为 “三八
红旗手” 的荣誉称号， 所在项目
均无生产安全事故。 2013年9月，
她调任集团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
专职安全员。

2015年6月通过竞聘 ， 申玲
玲开始担任集团公司安全质量环
保部助理。 “我认为这是领导对
我以往工作成绩的认可和肯定，
更是对自己今后工作的信任和厚
望。” 申玲玲以竞聘为新的起点，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当时，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许
可证即将到期， 她提前4个月就
开始从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查找资
料， 找工作人员咨询、 了解， 之

后开始在系统内进行申请。
“续期需要4个企业负责人安

全A证、 50多个一级建造师人员
的安全B证和20多个安全员C证，
每一个安全证都需要清晰的扫描
件， 而且大小有限制， 还需要整
个集团的各项规章制度， 并且需
要全部录入住建委系统。” 申玲
玲清晰地记着这些细节。

不仅如此，当年年底之前，她
还需要为单位400多个专业人员
的证书进行延期手续， 也需要从
系统中录入每人的身份证、合同、
毕业证、职称证的扫描件，并且照
片规格都有严格要求。此外，她还
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如果安全生产许可证不能
按时续期， 集团所有在建工程需
要全部停工， 所有招投标工作也
需要停止， 而且证书到期时间正
好处于春节之前， 新申请安全生

产许可证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
间。” 申玲玲告诉记者， 当时她
的压力非常大， 她顾不得家中生
病的孩子， 加班加点， 一本证书
一本证书的扫描， 一份合同一份
合同的扫描， 一张照片一张照片
的修改， 每天晚上下班之后趁着
单位网络流畅， 一张一张上传到
系统中。

她还要带着纸质资料往返于
北京市住建委和市交通委之间，
发现问题立即修改， 出现问题立
即与各个部门沟通进行改正。 功
夫不负有心人， 她在2016年12月
13日终于完成集团公司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续期，400多个证书也在
2016年12月20日全部完成续期。

近几年， 全集团上下始终贯
彻 “企业的发展绝不以牺牲人员
的生命为代价” “安全生产人人
有责 ”。 在2015到2017年的三年

间， 申玲玲牵头组织各种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累计百余次。

在互联网+的大形势下 ，在
安全质量环保部领导的带领下，
她参与开发了安全质量网络教育
培训学习平台。 “这个学习平台采
用了一种灵活自主的学习方式，
员工可以通过手机移动端和电脑
PC端登录系统学习，为各单位包
括劳务人员在内的全体员工提供
了必要的在线学习环境。 ” 申玲
玲说，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缓解员
工的工学矛盾， 满足员工不断学
习、提高的需要。

截至目前 ， 全集团15000多
人已经在系统中进行安全教育学
习 。 这项 “互联网+安全培训 ”
创新受到了中国中铁股份公司的
表扬， 在中铁系统范围属于唯一
一家， 并被评为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记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助理申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