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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宝民季东洋

（2019年5月第2周）

以公益之德造就环境之美
马秀英李秀娥金大钧

重情义 26年替友尽孝 36年照顾残儿不离不弃基层维稳 守土当关 引领口腔护理与国际接轨

□本报记者 卢继延 通讯员 杨保川

叫响“亚投行”的“京湘”团队领头人
———记北京城建二机电公司项目经理刘京湘

名不见经传的刘京湘， 在举
世瞩目的 “亚投行” 国字号重点
工地上， 可谓是大名鼎鼎， 无人
不晓的 “名人”。 他和他的 “京
湘” 团队为北京城建二机电公司
揽得38.9万平方米 ， 5.48亿元的
大活源， 为公司首当 “亚投行”
机电安装工程总承包方的蜕变转
身立下了汗马功劳。 30出头的刘
京湘也被大伙儿誉为 “亚投行”
机电安装的金牌项目经理。

锻 造

80后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子
刘京湘， 从北京城建职业技术学
校工程造价专业毕业后， 在工作
之余又自我加压学习自考， 取得
了海口经济学院工程管理专业本
科的文凭。 2002年， 他到北京城
建二机电公司入职后， 历经了北
苑家园、 林肯公寓、 京东方等多
个住宅、 公建工程电气技术岗位
的磨练和锻造， 很快从技术单一
型人才转变成长为全面管理型人
才。 2004年， 刘京湘以出色的表
现调到城建二机电公司工程管理
部工作。

2012年， 能上能下的刘京湘
担任北京中金数据中心二期机电
工程项目经理， 独立挑起了项目
管理的大梁。 面对中金工程机电
安装系统全面， 设备多， 系统复
杂， 是典型的数据机房的机电安
装工程， 整栋楼几乎全是机电设
备， 安装质量技术要求极高。 刘
京湘和他的团队，24小时坚守岗
位，克服图纸变化大，现场改动比
较多等重重困难， 最后将工程打
造成北京市机电优质安装奖，为
申报评选国优 “安装之星” 创造
了有利条件。 学会创优， 更要学
会算经济账， 具有经营头脑的刘
京湘在创优的同时 ， 将工程从
4000万元的产值， 积累到9000万
元产值，翻了一倍多。首个独立指
挥的机电工程项目取得了质量、

效益的双丰收。 此后， 刘京湘率
领 “京湘” 团队又马不停蹄地转
战到为北京世界月季大会而准备
的北京密码机电工程安装上， 创
造出又一优质高效施工的奇迹。

奉 献

2017年6月 ， 初为人父的刘
京湘， 从医院的产房里被紧急召
回到机电公司领命， 承接了 “亚
投行” 机电预留预埋工程。

进场当天， 刘京湘和他的团
队分工展开了各项施工准备和施
工计划、 方案的编制。 一连半个
多月， 他带领团队吃住在现场，
三班倒作业， 24小时不间断地展
开施工， 快速打开了机电预埋作
业面， 其施工进度、 质量、 绿色
文明管理在三大总包单位评比中
多次获得满分。 一时间， 北京城
建二机电公司的美名叫响 “亚投
行”。 城建集团 “亚投行” 总包

部授予其 “发扬铁军精神， 铸就
世纪精品” 的锦旗。 经过努力拼
搏 ， “京湘 ” 团队高效完成了
“亚投行” 穿插在结构钢筋里近3
万米长的水电预留管线和5000个
接地点焊的施工任务。 为北京城
建二机电公司承接 “亚投行” 后
续机电安装工程， 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回想起那个拼搏的夏天， 刘
京湘至今感慨： “白天现场基坑
内温度高达近60°C， 像个大蒸
笼， 我们项目管理人员的衣服是
湿了干， 干了湿， 白天就得反复
五六次。 晚上下雨就顶雨干， 每
天都在争分夺秒啊！ 我们拼搏的
目标只有一个———为北京城建二
机电公司争光， 赢得 ‘亚投行’
后续机电安装活源！”

2018年5月18日， 在 “京湘”
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助推北
京城建二机电公司顺利中标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永久办公

场所机电安装工程1标段。 中标
的总面积为38.9万平方米， 中标
金额共5.48亿元， 包含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工程的给排
水 、 采暖 、 通风空调 、 设备接
线、 设备监控等多个高端专业项
目。 使北京城建二机电公司结束
了30多年干分包工程的历史， 第
一次华丽转身坐到了总承包的位
置上。

中标之后 ， 刘京湘和他的
“京湘” 团队又展开了新一轮的
逐梦拼搏， 向 “亚投行” 2019年
7月28日竣工发起了挑战和冲锋。

创 新

2019年2月4日，大年三十儿，
“亚投行” 工程B标段倒计时牌显
示， 距2019年7月28日竣工还有
174天。在这万家团圆、 辞旧迎新
的喜庆时刻，刘京湘带领他的“京
湘” 团队20多名管理人员和33名

施工人员依旧坚守在工地上。
春节期间， 33名施工人员完

成空调水配管的安装5600米， 安
装VAVbox153台 ， 为 “亚投行 ”
抢竣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工程进度上遥遥领先， 在
施工质量、 科技创新上 “京湘”
项目团队更是在这项科技含量高
的 “国字号” 工程中， 创出了北
京城建二公司的施工 “标准”。

针对这项举世瞩目的 “国字
号” 重点工程， “京湘” 项目团
队在管线综合排列 、 平面 、 三
维、 剖面图中反复设计调整， 解
决各种碰撞难题。 在中标后第一
时间完成了 “亚投行” 机电工程
的BIM建模与管线综合设计排
布， 第一时间完成BIM深化与确
认工作。 此后， “京湘” 项目团
队克服了图纸不到位、 机电材料
设备招标未定等多种不利因素，
精心设计， 精心组织率先完成了
“亚投行 ” 工程机电 “样板间 ”
施工 ， 得到工程总指挥部 、 监
理、 设计等单位的认可和好评。
此后， 该 “样板间” 申报了北京
市机电优秀技术成果和专利。 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永久办
公场所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三大总
包单位均按北京城建二 “标准”
大面积地组织施工。

随后， “京湘” 项目团队里
的年轻人又在 “亚投行” 工地上
成立了以城建二机电公司经理何
攀、 以城建二机电总包项目经理
惠江平和以项目经理刘京湘命名
的三个QC小组， 在施工中科技
引路， 大胆创新， 在北京市第七
十三次QC成果发布会上， 又密
集发布了三项引人注目的QC科
技成果。 其中， 《“亚投行” 狭
小空间紧定螺母专用工具的研制
与应用》 QC科技成果获得北京
市一等奖，《“亚投行”提高无缝钢
管焊接合格率》《“亚投行”提高配
电箱安装一次优良率 》 QC科技
成果分获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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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湘（左二）与他的团队正在探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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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钧， 男， 1947年9月出
生， 北京东城区东四街道二条社
区居民。

退休后便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的金大钧是东四四条的小巷管
家 ， 他解决了居民多个生活难
题， 还协调多方将藏污纳垢的脏
乱差典型变成了 “口袋花园 ”。
在他的带领下， 社区在全市率先
开展 “周末卫生大扫除” 和 “厕
所革命” 活动， 改善了胡同原先
脏乱差的环境 ,为居民造就了一
方美景。

季东洋， 男， 1987年6月出
生， 北京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综
治维稳工作部科长。

某商户在楼顶扬言跳楼， 季
东洋配合民警进行了5小时疏导；
某超市发生 “炸弹” 事件， 他在
距离疑似爆炸物仅七、 八米处疏
导群众 。 牢记 “守土有责 ” 的
他， 治理违法 “群租” 也非简单
地一拆了之， 而是通过与房主、
租户和中介的细致工作实现疏导
自拆， 5年间共拆除违法群租房
1800多套。

马宝民， 男， 1966年3月出
生， 滴滴专车全职签约司机。

1993年， 好兄弟李德春因见
义勇为献出了年轻生命， 此后26
年每逢年节他家里定有马宝民忙
碌的身影。 2016年， 马宝民的妻
子发现李德春父亲走路斜向一
侧， 马宝民的至此情况后立即送
医检查深夜安排住院， 并将自己
的名字填在家属栏直至老爷子出
院 。 如今二老早已将他视若亲
生， 他说德春是独子让二老孤单
这不合适。

李秀娥， 女， 1965年12月出
生 ，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护理部
主任。

凭借综合医院急救科8年护
士长的经验， 李秀娥转型口腔护
理后迅速成长为国内顶级专家。
10年间她发表论文68篇、 承担8
项科研项目、 获专利1项。 她率
先在国内开展医生与护士 “四
手操作” 技能培训， 界定口腔护
理执业范畴， 起草行业技术操作
规范， 编写书籍18部； 为我国口
腔护理事业贡献杰出。

马秀英， 女， 1953年6月出
生， 北京大兴区义和庄东里社区
居民。

凌晨就起床做饭帮儿子洗
漱 ， 下班直奔卧室为他翻身喂
水 ， 闲 暇 时 手 把 手 教 他 电 子
琴———马秀英呵护智障肢残的儿
子已36年从未放弃。 2008年爱人
突发心梗安了4个支架， 家庭担
子重上加重 。 心血付出终有回
报， 残儿多次参加市区残联举办
的文艺演出找到了快乐自信， 也
感动了在场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