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工程建设事业以来， 他
一直奋战在施工生产一线。 他爱
钻研工作， 大家称他是一个 “爱
事业， 能干事， 干实事， 可信赖
的技术干部”。 无论寒暑， 皮肤
黝黑的他经常抱着施工仪器， 穿
梭于现场， 项目职工亲切地称呼
他为 “项目部最可爱的人”。 他
就是中铁建工广州分公司白云站
1标项目工程部技术骨干王延军。

爱技术爱学习的“煤
老板”

王延军喜欢钻研工程施工工
艺。 2014年加入中国电子产业园
爱华一期项目后， 他努力提升自
身专业技能。 为了学习和掌握更
多的工程施工和管理知识， 他自
费订阅了 《建筑技术》 《工程施
工与管理》 等专业杂志， 通过各
种渠道获取知识， 并在他管理的
楼层中付诸实践。

在加强和改善施工管理方
面， 王延军配合部门优化施工工
艺， 参与编制 《工程施工规范 》
等专业技术方案， 研究推广新工
法、 新工艺， 他自行购买 《房屋
建筑精品工程施工工法》 钻研学
习， 结合项目实际情况， 对楼层
室内墙面、 地面、 屋面、 幕墙、
建筑水电等安装工程编制详细施
工工法明细， 甚至包括建筑材料
质量的控制规定、 工程质量控制
点的明确要求等。

“2014年6月， 东莞地区迎来
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 中国电子
产业园爱华项目一期施工的现
场， 地面平均气温达到45℃， 酷
热难耐。” 王延军回忆说， 当时
他奋战在施工第一线， 合理安排
施工机械， 指导主体作业， 协调
各分包配合作业。 那个夏天， 他
每天上午七点准时到达工地， 从
未因自己的私事耽误过工作。

为了保证施工队伍作业质
量， 他跑遍每一个工作面， 了解
工作进展， 安排施工， 解决施工

中的技术问题 。 四十多度的高
温， 从未躲到阴凉的地方， 汗水
浸湿了他的衣服， 烈阳在他眉宇
间留下了灼伤的痕迹， 但他还是
坚持工作着。

几个月下来， 王延军瘦了，
也黑了， 工人们戏称他为 “煤老
板”。 但是， 他所负责的7号和8
号楼高质量提前封顶， 在业主面
前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为项目
顺利完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煤
老板”业绩突出，那个夏天，他连
续获得公司月度之星、 季度之星
荣誉称号。

爱突破爱安全的“爆
破手”

王延军喜欢研究工程建设中
遇到的难题， 凡遇到困难， 他积
极开动脑筋， 寻找突破口。

王延军参与建设的中电器材
项目， 基础为混凝土预制桩、 独
立基础、 双层地梁结构， 且地梁
之间只有一米高 ， 还要回填压
实 ， 加之正值雨季施工难度很
大， 业主要求的工期十分紧张。
2015年3月， 王延军接下这份难

题， 钻研施工方案， 并在短时间
内找出了解决难题的 “爆破” 方
案。 在合理编制施工方案的前提
下， 他指挥施工队伍采用分段、
分层、 人机结合等多种方式， 解
决了回填土压实质量问题， 加快
了施工进度， 保证施工质量， 并
且为项目部节省了成本。

由于结构设计， 结构主体中
间屋顶有跨度长约32米的钢结构
混凝土屋面， 吊装工作安全显得
尤为重要， 王延军把安全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 他给施工队伍制定
了简单有效“七不准”，即“交底不
到位不准施工， 防护不到位不准
施工，施工准备不到位不准施工，
管理人员未在岗不准施工， 不准
疲劳作业， 不准带病作业， 不准
违章作业”。 他还经常给施工队
伍讲安全知识， 天天检查安全防
护工作。 由于他安全管理十分到
位， 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在广州白云站1标工程项目，
王延军参与了地下墙连续施工。
他了解机械型号 、 机械作业条
件、 功效、 地连墙钢筋笼的制作
要点、 成槽质量的把控， 在预防
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都
总结出了一套用于现场实践的理
论， 避免后续连续墙施工过程中
出现类似的问题。 在地下砼施工
中， 他建议将理论液面上升数据
和实际液面高度数据进行对比，
严格要求每车过磅的原则， 在提
供施工的指导参数同时， 使成本
有效地得到了控制。

由于协作队伍人员流动性很
大， 王延军定期对协作队伍进行
混凝土浇筑、 钢筋笼焊接、 安装
等知识培训和现场交底， 提高协
作队伍的施工水平， 确保施工进
度和施工质量。 他将地连墙严谨
的工作经验和工作作风带到导墙
施工当中， 重点抓现场安全管理
工作。 他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
为主” 的方针， 认真抓现场施工
机械、 车辆的安全操作、 吊装作
业安全和安全用电检查， 抓带班

人员、 工人的思想和技术提高，
抓安全措施的落实， 两个月来，
施工无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为项
目部安全生产作出了贡献。

在生产一线， 王延军如爆破
手一般 ， 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
题， 将安全和质量始终放在第一
位， 小小岗位， 却为企业创造了
不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爱岗位爱争先的“突
击员”

每一处工程在建设的节骨眼
上 ， 王延军围绕生产与技术主
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从不计个人得失，参加工作以
来， 他不知放弃了多少次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 在他心里， 似乎始
终只会想念牵挂着项目工程的建
设进度、 工程质量和时间节点。

在白云站1标工程项目上 ，
由于站房地基工程工作任务重、
压力大、 条件艰苦。 无论条件如
何， 他总能耐心细致、 科学严谨
地完成好每项本职， 从没有因为
条件环境的艰苦而退缩， 每当同
事问到工作的如何？ 这里条件艰
苦受的了嘛？ 他总是微微一笑，
“没事，习惯了，这里挺好。 ”爱岗
位，爱争先，这是他一贯的坚持。

2015年 9月 29日 ， 受 台 风
“莲花” 影响， 东莞地区发出暴
雨黄色预警， 依林家园6、 7、 8
号楼正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 王
延军及时组织工人抢险， 冒着大
雨将人员和贵重器材撤至安全地
带。大雨来势迅猛，王延军及时检
查、排除现场潜在隐患。台风过程
中，他始终坚持在现场值班，观察
汛情，实地组织勘察， 为抗洪抢
险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台
风过后， 他带领工人争分夺秒抢
修地下室承台基础砖胎膜， 有效
减轻了工程建设的损失。

每当工程建设有预险， 他总
是坚守在最前线， 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 “突击员” 的优良品质。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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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余麟是东城工商分局王府井
工商所消保维权组组长。 从事工
商工作30余年来， 他视消费者如
亲人， 在消保维权岗位上做出了
不凡的工作业绩。

2009年起， 王府井工商所打
破了由专管员负责本管片发生的
消费投诉问题的传统做法， 选派
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余麟
设立 “余麟维权岗”， 统一受理
王府井地区的消费投诉。 “余麟
维权岗” 由余麟承担调解工作，
主要受理 12315消费投诉平台 、
市政府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转办
单、 国家局互联网12315平台以
及消费者来王府井工商所或通过
电话方式直接进行投诉的消费问
题， “一个窗口、 一支笔、 一张
嘴” 统一对外接待与答复。

“余麟维权岗 ” 为高效解决
投诉问题， 创建了企业联系人微
信群。 每次解决投诉， 余麟都会
记录下该企业联系人的联系方
式， 以便日后再遇到投诉时能及
时联系处理。 2009年至今， “余

麟维权岗 ” 共受理投诉 、 举报
13000余件， 调解成功率95%， 办
结率100%， 为消费者挽回各类
经济损失达3000余万。

2017年4月， “余麟维权岗”
接到一个消费投诉。 消费者反映

自己可能受到一商家欺骗， 要求
退款。 余麟接到投诉， 电话联系
商家了解情况， 并要求商家负责
人来所里进行当面协调。

为防止这一商家有所警觉藏
匿或销毁经营此方面业务的证据
材料， 余麟将情况反馈给王府井
工商所的外勤人员， 让他们第一
时间前往该商家了解情况、 固化
证据。

通过调解， 商家主动为消费
者办理了全额退货退款。 而为了
避免再有消费者误入此类消费圈
套， 王府井工商所也未雨绸缪将
该商家的违法经营行为的案件线
索移送到稽查大队进行立案调
查。 现此不良商家已被根除。

余麟在王府井地区工作长达
18年。 18年中， 他兢兢业业地工
作。 无论是作为专管员还是作为
“余麟维权岗” 的组长， 他都贡
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利用业
余时间先后写了数十万字的调

研、 信息和教案， 创立了消费者
消保维权调解的 “点、 线、 面”
控制法和 “听、 断、 选、 调” 的
工作法， 被全市工商系统推广。
他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将自己
多年的工作体会和感悟汇编成
《余麟维权岗 〈2009-2015〉 培训
教材》， 为消保维权业务培训提
供了教材。

作为一名消保维权的老将，
余麟不仅专注于解决消费纠纷，
也全心全意培养新人， 把自己的
工作经验传授给大家。 18年中，
余麟为辖区百姓调解大到几十
万 、 上百万的大件商品和奢侈
品。 小到在超市、 食品店购买的
几元、 十几元的生活必需品。 他
都能立足本职， 充分发挥消保职
能， 为百姓解难、 为百姓服务。
2012年 ， 余麟获得首都劳动奖
章。 2018年， “余麟维权岗” 再
次被评为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示
范岗。

余麟：立足岗位 为百姓消费维权把关

项目部里的技术“爆破手”
———记中铁建工广州分公司白云站1标项目工程部技术骨干王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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