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郝帅 周晓丽

脱下军装，他是转型潮头的“尖兵”
———记中建二局上海公司“5G智能网联”项目带头人张波

一声到， 一生到。 无论是当
兵时的张波， 还是脱下军装， 投
身建筑事业的张波， 都是那个在
组织需要时，毫不犹豫、干脆利落
答“到”的人。一声“到”，是一次重
塑，一声“到”，是一场冲锋。 从专
业民兵到 “5G智能网联 ” 项目
的带头人， “战场” 虽然变了，
但军人本色却始终未变。

不服输
兵娃子开启转型路

张波从小成长在军人家庭，
耳濡目染 ， 大学毕业即投笔从
戎，加入到部队大熔炉。在部队当
兵时，张波就以“不服输”的倔劲
儿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他先后
任预备役高炮师连长、 湖北省军
区后勤部参谋等职。 在预备役师
工作期间， 面对高炮连的组建任
务， 在时间紧任务重， 没有现成
经验、 没有办公场所、 没有现成
关系的情况下， 张波动脑筋、 想
办法， 四处奔走， 靠着一股子拼
劲和韧劲， 取得了地方领导的支
持， 按时高标准完成了高炮连的
组建任务。 连队作为样板， 组建
经验在全师推广。 个人也被军区
评为 “优秀预备役军官”。

在湖北省军区工作期间， 他
先后参与到 “江城07”、 湖北省
军区后勤非战争军事演练、 后勤
工作会议等大项活动的组织工
作， 并积极参与后勤改革， 承担
了省军区军人保障卡系统的建立
工作， 全区上百个硬件设施的建
设 ， 几十万条数据的登记 、 录
入、 校对， 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
血。 其个人先后荣立 “三等功”
一次， 获得 “全军军人保障卡工
作先进个人”、 湖北省军区 “后
勤工作先进个人” 等荣誉。

退伍之后， 张波来到中建二
局， 迎接他的是国家工信部第六
座智能网联测试基地的核心项
目———武汉开发区 “汽车+” 产
城融合PPP项目的开拓工作。 这

既是武汉城市区域的一次 “蜕
变”， 也是企业升级的一次 “飞
跃 ”， 更是张波个人 “转型路 ”
的起点。

从一个 “兵娃子” 到一个国
家级重点建设项目的 “带头人”，
张波不是没有承受过 “质疑 ”，
在这一 “聚拢” 了一批顶尖院校
研究生、 海外留学生的团队， 张
波能否 “服众”？ 他的业务能力
是否能 “胜任” 这一专业度极高
的管理工作？

有多少 “质疑” 就有多少动
力， “企业信任我， 把使命交给
我， 我就必须冲上去。 哪有战士
在要上战场时弃枪而逃的道理！”
回首那一年多 “漫长 ” 的攻坚

路， 张波感慨万分。 要在50余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 打造出符合国
计民生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在
内行人眼里， 也是登天难事。

军人出身的张波将曾国藩的
那句 “结硬寨、 打呆仗” 贴在案
头激励自己， 用3个月时间迅速
消化大量的专业知识， 一张宏伟
的蓝图也在他心中渐渐明朗。

不放弃
攻下产城第一标

起步工作虽渐渐上手， 但过
程中的 “煎熬” 和一连串意想不
到的坎儿堪称 “虐心”。

在政府立项工作中， 张波首

先要完成的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策划及审批工作， 这要求
一方面要遵循国家相关限制性规
划和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要求，
另一方面要考量公司发展战略和
合作伙伴土地获取的诉求， 稍微
疏漏， 可能满盘皆输。

经过多方沟通和反复修改，
张波带领团队最终确定了17个子
项目的建设内容 ， 涵盖基础设
施、 工民建、 城市功能配套、 产
业发展硬件配套工程， 并根据子
项目建设内容， 进行功能策划、
初步设计、 经济策划、 环境影响
分析等内容编制， 经过无数次修
改完善， 张波电脑中的编制内容
从60页的 “1.0版” 到200多页的
“最终版”。

从上海分公司到局再到股份
公司， 投资评审达上百次， 情理
与法理交锋互融； 合作伙伴的突
然变更 ， 让整个团队一时间都
“笼罩” 着难以言说的巨大压力。

而在这场 “必须打赢 ” 的
“战斗 ” 中 ， 张波清醒感受到 ，
这其间饱含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信念， 更有企业的期待。 成， 便
是具有 “开辟 ” 意义的全新领
域； 败， 则所有心血付诸东流。
稳定好团队 “军心”， 张波带领
大家一次次从近乎绝望的谷底反
弹，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策划及
审批、 经济测算、 合同谈判， 他
们 “抽丝剥茧”、 层层突破、 大
胆创新， 像作战一样谋略学、 统
筹学、 博弈论三 “箭” 并发。

终于 ， 在2018年12月29日 ，
历经5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
力， 他们的科学构想彻底征服了
专家和决策者： 中建二局产城融
合项目第一标成功拿下！ 消息传
来， 张波和团队成员激动地拥抱
在一起。

目前， 作为中建二局武汉开
发区 “汽车+” 产城融合PPP项
目带头人， 张波正带领同事们投
身 这 一 国 家 级 产 业 基 地 的 核
心———武汉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

车测试场项目的建设工作中。 国
内首家5G全场景智能网联汽车
技术试验及示范运营， 将在他们
的努力下变成现实。

不忘本
暖心“波叔”硬汉柔情

“我是中国民兵，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积极参加
国家建设， 忠实履行国防义务，
遵纪守法， 服从命令， 忠于职守
……” 今年4月26日， 在武汉警
备区组织的民兵应急营点验大会
上， 张波铿锵宣誓。

退伍不褪色， 离队不忘本。
在张波多次努力下， 中建二局与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湖 北 省 武 汉
警 备 区联合组建了中建二局民
兵应急营抢修分队和武汉江汉区
人武部， 退伍后的他， 依然可以
为参与国防建设献出自己的点滴
之力。

截至目前， 张波已经和民兵
连的战友们多次参与到武汉应急
抢险、 后勤支持、 长江防汛等重
要任务中 ， 眼下又正在工作之
外， 紧张备战防汛抗洪和第七届
军运会安保等任务。 “每次穿上
这身橄榄绿军装， 都有一种莫名
的自豪感涌上心头， 浑身就充满
动力”， 张波这样说道。

同事眼中， 他是铮铮硬汉，
但在许多孩子心中， 他却是暖心
“波叔”。 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参
加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
织实施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
重返校园的公益项目———“春蕾
计划”， 通过 “春蕾计划” 的公
益平台， 张波已经资助3名贫困
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 他的爱
心与众多星光融合在一起， 照亮
失学儿童的天空。

在张波的字典里 ，“不行 ”、
“不可能” 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从军装绿到中建蓝， 那双握住过
刀枪、又投身城市建设的手，摊开
是美丽之城，攥紧便是钢铁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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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礼：脚步丈量街巷 真情服务居民
□本报记者 盛丽

王俊礼是西城区大栅栏街道
前门西河沿街的街巷长。 他负责
的前门西河沿街位于大栅栏街道
最北侧 ， 全长1150米 、 宽8米 ，
共有123个居民院、 992户居民 、
187家商户。 主要存在违规停车、
店外经营、 堆物堆料等问题， 背
街小巷乱象比较集中。 2017年4
月， 王俊礼与全区1258名街巷长
一起走马上任， 迈开了丈量街巷
的坚实脚步。

王俊礼直到如今都一直记得
当初被任命为街巷长时收到的两
句寄语： 用脚步丈量街巷， 用真
心赢得真情。 在街道召开第一次
街巷长工作动员部署会后， 王俊
礼就下定决心当好街巷长。 很多
次回到家里， 他与爱人商讨、 回
到办公室与同事请教。 在王俊礼

看来， 街巷长工作需要耐心。
王俊礼与社区共同组织西河

沿街商户与居民代表200余人分
两次到南锣鼓巷参观学习， 先后

3次召开居民、 商户代表座谈会，
广泛听取大家对西河沿街标准化
建设的意见建议， 最终达成环境
整洁、 生活便利的整治共识。

2012年西河沿街在翻修改造
时， 相关部门确定了机动车单行
禁停方案， 但一直以来并未得到
有效落实。 在街道统筹下， 协调
北京坊地下停车公司， 解决了78
辆居民的机动车停车问题。 不仅
如此还依托执法小分队， 加强管
控， 现已实行了单行禁停， 街巷
交通秩序有了较好改善。

街道统一编订了个性化 《街
巷长工作手册》， 明确了工作目
标、 工作标准、 工作原则、 工作
格局、 工作制度、 基础台账、 街
巷长日志等内容， 对街巷长开展
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 王俊
礼依据 《街巷长工作手册 》 内
容， 组织理事长、 秘书长、 理事
会委员、 地区职能部门召开背街
小巷治理研讨会， 并建立西河沿
街标准化微信群， 充分调动各方
力量凝聚治理合力。 在日均巡视
所负责街巷4次， 并深入走访的
基础上对123个院落、 992处房屋

和人口居住情况进行全面摸排，
完善 “一院一图一户一表”， 建
立 “十有十无” 问题整改台账 ，
实现了工作有的放矢。

王俊礼还协调工商、 食药、
城管、 安办等部门， 三次组织西
河沿街187家商户召开整治动员
大会。 他还督促落实门前三包责
任制 ， 组织开展环境大清扫活
动， 创新推进商户标准化二维码
管理 ， 着力构建商户标准化体
系 。 与公安 、 城管 、 工商 、 交
通、 房管等多部门密切配合， 每
周召开西河沿街治理调度会， 建
立问题快速响应机制， 针对机动
车停放、 堆物堆料、 店外经营等
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共关停
“七小 ” 门店15家 、 调整业态2
家， 拆除违规牌匾84块， 清理堆
物堆料40余车 、 僵尸非机动车
100余辆、 僵尸机动车2辆， 规范
店外经营40余家， 街巷秩序明显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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