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２０23年 1月 18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于彧│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张旭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中建二局西南公司长江大保护岳阳项目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樊艳萍/摄

问君哪得清如许， 一江碧波
漾洞庭 。 从 “污水盆 ” 到宜居
地， 从管网 “黑臭病” 到河湖重
焕生机， 中建二局西南公司长江
大保护岳阳项目用行动践行 “守
护好一江碧水”，诠释“先锋”的确
切涵义。 2022年“五一”前夕，项目
团队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全国工人先锋号” 称号。

闪光奖牌的背后， 承载着60
多名职工的艰辛和付出， 凝聚着
1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和汗水。 三
年的沉淀， 让这支年轻的团队实
现蜕变， 成为水务环保排头兵。
沉甸甸的荣誉背后， 到底潜藏着
哪些秘诀？

创新引路
注入“强劲引擎”

在洞庭湖国际公馆宽敞整洁
的路面下， CCTV管道检测机器
人正举着 “放大镜”， 对管壁四
周进行周密检查。 正在统计检测
数据的检测员吉生英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洞庭湖国际公馆位于湖南省
岳阳市公馆路， 是该片区重要的
居民生活区。 管网检测修复， 如
果采用路面开挖， 不仅影响周边
居民出行， 人工直接下井， 还容
易出现地下空间有害气体中毒、
无法精准判断管道病害等问题。

“既然路面开挖、 人工下井
负面影响这么多， 那就考虑机器
替代。” 项目总工蒲伟为破解难
题指出了方向。

经过多轮方案讨论， 项目团
队决定引入 “管道非开挖修复综
合关键技术 ”， 将CCTV管道检
测机器人放入管道内 ， 为管道
“照个 CT”， 发现症结后， 修复
机器人即可携带专用修复喷涂材
料进入管道， 施工人员在地面实

时操作 “上药”， 喷涂材料在管
道内壁迅速反应固化成型， 管网
修复变得 “轻而易举”。 过去1个
月的工作量如今可缩短至4天完
成。

管道的检测修复， 只是管网
雨污分流改造诸多改造流程中的
一环。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项目
团队升级 “智慧水务” 技术， 以
市政管网铺设为基础， 采用 “环
保绞吸船+密闭性刀头 ” 清淤 、
倾斜摄影等技术， 实现了清除淤
泥与雨污分流的双向联动， 让河
流重获新生。 研究成果 “城市河
道内源治理与底泥资源化利用关
键技术” 经认定，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2021年12月， 项目成功承
办全国水务环保工程建设项目经
验交流会， 为长江经济带 “生态

优先、 绿色发展” 提供示范案例
支撑。

技能强基
锻造“学习型团队”

“这是我第一次挖沟 、 埋
管 、 清淤泥 ， 很多内容看不明
白、 弄不清楚， 正在从头学习、
慢慢摸索。” 这是项目经理蒲从
桥在与职工谈心谈话时候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31岁的年
轻项目团队， 80%的职工是初次
接触水务环保工程， 他们是刚从
房建转型过来的 “经验大拿 ”，
或是在学校富有理论学识的 “新
手小白”， 但在这里都栽了数不
完的 “跟头”。

蒲从桥心里明白， 全员的专
业技能强化势在必行。 为此， 他
提出了 “内部比竞争、 外部比合
力” 学习型团队建设理念， 制定
计划， 在项目全范围、 多部门之
间利于雨天及不影响生产的空闲
时间 ， 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测
试， 以各专业行业标准、 规范为
基础， 通过周期性的专业技能理
论知识强化和技能实操竞赛 “双
渠道”， 不断扩大职工的知识面，
提升 “手上功夫”， 培养一专多
能的复合型人才。

除此之外， 为适应项目点多
面广分散， 验收、 结算合规性要
求高的特点， 提升项目团队的协
同工作能力与工作成果的合规
性、 闭合度， 项目在保持原有职
能部门分工不变的情况下， 增设

网格长， 由项目划分 “责任田”，
每个网格配备生产 、 安全 、 质
量、 技术、 商务、 物资等专业人
员， 协同工作、 互助提醒， 协助
网格长推进工程建设， 力求使工
作成果合规、 闭环。

同时， 项目还定期开展劳动
技能竞赛， 通过沟槽回填、 钢筋
焊接和PE管热熔连接等竞赛活
动， 打造职工成长成才的摇篮和
平台， 参与人次超300人。

贴心服务
打造“暖心工程”

“姐姐， 你可以和我一起画
这幅画吗？” 项目职工、 志愿者
李敏的衣角被一名小男孩扯住，
他眼睛里充满渴望。 这是发生在
岳阳市特殊学校的一幕。 作为共
抓长江大保护第一批试点城市的
重要实施项目 ， 关心和帮助群
众， 是每一位项目职工义不容辞
的责任。 教特殊儿童画画， 慰问
环卫工人， 陪伴孤寡老人， 购买
当地贫困户的黄桃、 柑橘……在
施工涉及的十余个社区里， 项目
职工与当地居民建立了良好关
系。 同时， 项目工会支会努力当
好职工权益保障的 “娘家人 ”，
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抓手，
通过 “冬送温暖 、 夏送清凉 ”、
集体生日会、 “渝快办” 专项行
动等途径， 做到项目建设战斗到
哪里， 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不断提升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
感。

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
面对 “急难险重 ” 问题迎难而
上， 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建设
者的工匠精神。 未来， 他们依旧
会全力投入到长江大保护事业
中， 持续为一江清水浩荡东流做
出新贡献。

水务环保排头兵吹响嘹亮“先锋号”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陈超

发挥外语优势 更好服务审判
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审判员、一级法官温晓汾：

扎根基层民商事审判7年多
来， 作为承办法官， 朝阳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 审判
员、 一级法官温晓汾独立审结民
商事案件1500余件。 不仅案件评
查无差错情况， 而且服判息诉率
高， 信访投诉率低， 实现质效双
优。 她不断强化外语技能， 学以
致用、 学用结合， 为服务审判贡
献力量。

温晓汾妥善审理了不少涉
众 、 涉名人及各类疑难复杂案
件， 社会反响很好。 她公开宣判
因签约主播 “跳槽” 被直播平台
索要百万违约金的演出合同纠纷
案件， 并就该起案件的审理情况
及案件典型意义进行了通报， 该
案入选 “2020年度朝阳法院十大
商事典型案例”。 在案件审理中，
温晓汾主动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制， 积极运用审理要素表、 在线
庭审、 电子送达、 委托送达等新
方式、 新手段提升审判效率。 裁
判文书论理客观， 逻辑严密。 她
撰写的民事判决书被评为2017年
北京法院优秀裁判文书三等奖。

在工作中， 温晓汾不断强化
外语技能， 充分利用和发挥英语
专业八级、 日本语能力三级的外
语优势， 学以致用、 学用结合，
为服务审判贡献力量。 作为市高
级法院营商环境专班和朝阳法院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工作办公室成
员， 她全程参与了2019年至2021
年 “中国北京-世界银行营商环
境评价政策磋商会” 工作， 在市
高院团队中担任营商环境法律文
件 、 磋商活动材料的中英文互
译、 英文配音、 参观活动英文讲
解、 政策宣讲等工作。 她根据我

国缔结、 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
条约及国内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
朝阳法院的实际情况， 编写了朝
阳法院 《民商事国际司法协助工
作操作指南》 《涉港澳台司法协
助文书送达操作系统使用指南》
《关于规范刑事案件约请翻译人
员的通知》， 进一步规范了朝阳
法院涉外司法协助工作及刑事案
件翻译人员约请流程， 为朝阳法
院 “涉外审判特色人才高地” 建
设做出突出贡献。 她依据70部法
律规定及制度规范， 对标目标责
任制考核要求 ， 起草朝阳法院
《民商事案件审判流程规范及防
控风险点提示》， 梳理民事案件
审判中的14项关键流程及对应的
80个主要风险点， 并制作了思维
导图， 有效提升了全院商事审判
规范化程度。

作为主要执笔人温晓汾还参
与撰写调研课题 《关于司法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助力法治营商环境
的调研报告》 《关于发挥审判职
能优化营商环境的调研》 《关于

民商事审判提质增效保障优化营
商环境的调研》， 撰写论文 《揭
开 “隐身人” 面纱： 刑事诉讼翻
译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参与编
写 《书记员工作流程》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