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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董慧文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公司顺义临河棚改项目总负责人

□本报记者 马超

李建华
北京城建集团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项目经理

“当代鲁班”托起“钢铁凤凰”

创“临河速度”圆村民安居梦

“三年多， 一片荒地上崛起了一
座大兴国际机场， 作为航站楼的建设
者， 我很自豪。” 6月14日， 北京城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总承包部副总
经理、 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副总指挥兼
主航站楼工程项目经理李建华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27年来， 李建
华先后参与了首都机场T2、 T3航站
楼 、 北京城建大厦 、 也门机场二期 、
京东方8.5代线、 英特宜家购物中心和
大兴国际机场等多个大型工程的建设。
首都机场T2、 T3航站楼工程均创了中
国建筑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鲁
班奖， 李建华为此获评了中国建筑业
协会的 “创建鲁班奖先进个人”。 因业
绩突出， 李建华还获得了 “爱国立功
标兵” “奥运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优秀
建设者 ” “中国时代杰出经理人 ”
“全国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北
京市优秀项目经理” “中国建筑业项
目管理模范人物” “信用建设杰出经
理人” “2018东方建筑之子” “全国
钢结构工程优秀建造师” 和 “首都劳
动奖章” 等荣誉称号。

“引领世界机场建设 打造全球空
港标杆”， 承担这个举世瞩目意义非凡
的超级工程施工任务， 李建华深感光

荣自豪， 深知责任重大， 他从接到任
务起， 就在心底牢牢树立政治意识和
大局意识，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和强烈
的使命担当， 全身心投入到大兴机场
的建设当中。

大兴机场拥有世界单体最大、 全
球首座高铁地下穿行、 双层出发双层
到达的航站楼。 总建筑面积140多万平
方米， 其中核心区工程达60多万平方
米。 为做好这座世界上最先进、 技术
最复杂的机场航站楼的施工组织， 李
建华融合国际领先技术水平和管理方
法， 带领团队相继攻克了超大超宽劲
性混凝土结构施工、 超大面积材料水
平运输 、 世界最大减隔震体系施工 、
超大曲面钢网架安装提升、 新型屋面
体系安装 、 超大系统复杂机电安装 、
如意祥云吊顶制作安装等世界级建造
难题， 用中国智慧填补了多项国内外
机场建设的技术空白。

以 “中国速度” 引领行业新方向。
李建华创新采用新型 “总包统筹、 分
区管理” 的集约高效管理模式， 采取
“施工组织专业化、 资源组织集约化、
管理手段智慧化 、 安全管理人本化 、
现场管理标准化 、 日常管理精细化 ”
的 “六化” 管理方式， 使得工程各节
点目标均提前完成。 他们仅用100天就

完成了近1万根基础桩施工任务， 10个
月浇筑了105万方混凝土， 相当于每个
月浇筑25栋18层的大楼； 80天完成投
影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全自由空间曲
面屋盖钢网架提升安装， 误差控制在
两毫米以内； 成功完成了24.7万台套
机电设备、 5000公里电缆电线、 近73
个标准足球场面积的风管以及百万数
量级接口的安装； 仅用3个月就将12万
多块白色漫反射板拼装成2万多个完全
不同的吊顶单元 ， 呈现 “如意祥云 ”
般的装饰效果。 2018年， 通过中国钢
结构金奖现场核查， 超大平面复杂空
间曲面钢网格结构屋盖施工技术， 被
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致评定 “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 2019年又以148.3分
高分通过中国钢结构金奖年度工程杰
出大奖现场核查。 该奖项是全国钢结
构行业最高工程大奖， 至今仅有3个工
程获得此殊荣。

李建华出色的管理能力获得行业
和社会的高度认可，航站楼工程管理团
队也屡获国家级和北京市大奖。项目部
先后荣获了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全
国工人先锋号”、住建部“全国建筑业安
全标准化工地”及 “北京市绿色安全样
板工地”“北京市建筑结构长城杯金质
奖”“中国工程建设安全质量标准化先
进单位”“北京市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
理部”等105项荣誉称号。

她叫董慧文， 1968年生， 现任北
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顺义区
临河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部总负责人 ，
顺义区第五届政协委员。

董慧文毕业后即分配至北京城建
集团， 从一名普通经营预算员， 逐步
成长为独挑大梁的项目部经理。 2016
年他获市国资委优秀共产党员， 2017
年获首都劳动奖章， 2018年获北京市
“三八红旗奖章”， 2019年获全国 “五
一巾帼标兵”。

2017年5月， 顺义区委区政府经过
慎重研究， 授权北京城建集团实施顺
义区临河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并承担
北京市中心城人口疏解定向安置用房
的建设任务。 临河棚改是顺义区同期
在施的最大规模棚户区改造项目， 涉
及200多公顷的土地整理、 近百万平方
米的拆迁拆除量、 超过一万人的拆迁
人口， 中心城人口疏解定向安置用房
项目需要建设6000余套共90余万平方
米的安置用房， 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高，
涉及民生， 责任重大。 董慧文临危受
命， 立刻从正在运营的四个项目中调
集人员， 组织团队， 没有缓冲， 没有
休息， 带领着刚组建的工作组马上投
入到了棚户区改造和中心城人口疏解
安置房建设这一更加艰巨的工作中。

为了完成市政府布置的中心城人

口疏解定向安置房年内开工的工作部
署， 完成好本次棚户区改造工作任务，
针对项目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董慧文
一方面把家从二级建设项目现场搬到
了拆迁现场， 白天整理拆迁数据， 晚
上开会讨论方案至凌晨， 加班加点更
是家常便饭。 另一方面， 带领项目团
队， 因地制宜地制定了 “守住一条红
线 ， 两种模式并进 ， 攻克一个难关 ”
的 “121” 齐步走工作方针。 “这个方
针首先要理清各项手续之间的逻辑关
系， 通过发挥企业主观能动作用， 以
问题为导向， 在各委办局之间发挥好
桥梁纽带功能， 将部分手续并联办理，
可以大幅缩短部分前期手续的办理周
期。” 董慧文介绍道。

最终， 临河棚改项目在7个月时间

内办理完毕包括规划、土地预审、立项
批复等几十项前期手续，为项目后续拆
迁和征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就是觉
得对不起家人，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女儿
运动时出了事故， 当时髌骨粉碎性骨
折，需要紧急手术，手续却正到关键时
刻。 还有一次，老父亲病危进了ICU抢
救，现场却离不开我。 幸亏女儿手术顺
利， 老父亲也转危为安，要不然我真不
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面对急难险重
任务都面不改色的“先锋官”在谈到家
人时却红了眼圈。

重任在前，董慧文为了临河村5000
多位百姓和中心城区2万余名居民的安
居梦， 义无反顾地坚持冲锋在棚改现
场一线。 在临河棚改拆迁期间， 董慧
文更是会同属地政府， 创新成立临时

党委， 通过党建引领， 让 “党旗在棚
改中飘扬， 让党徽在拆迁中闪光”， 极
大地提升了项目拆迁进度， 临河棚改
项目16天完成全部1201宗宅基地、 15
天完成全部110家企业的拆迁工作， 实
现了双签约率100%， 一举创造了顺义
区乃至北京市棚改拆迁工作的奇迹。

“临河速度”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市政府领导在市住建委关
于临河拆迁工作的汇报材料上做了
“这是好的经验， 要认真总结在全市棚
改工作中推广” 的批示， 认可了临河
棚改的成绩。 2018年北京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组讨论时，
顺义代表团将临河棚改项目作为顺义
区2017年十大重点工作之首进行了重
点阐述和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