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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高架建设专班如何创造“济宁速度”？

设立“羚羊榜”“蜗牛榜”，激发央企铁军打擂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从伟 康岩 周治深 见习记者 刘凯平

如果把济宁内环高架建设过程比作一场战役，那么内环高架建设专班成员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们不仅带头上阵阵冲锋，
还制定强有力的作战体系，鞭策激励广大参战央企奋勇战斗，合力攻坚克难赢得内环高架主线提前7个月通车。内环高架主线通车前
夕，本报专门走访了内环高架建设专班和多个项目部，揭秘这一“济宁速度”是如何创造的？

为省20分钟往返时间

建设者工地上扎营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特刊 T05

12年来首次回乡干工程

14个月只见父母一面

济宁内环高架吸纳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一线建设者投
入紧张施工。其中不少人是
原本在外地工作的济宁人，
这次因内环高架跟随所在项
目部回到家乡参与建设，中
铁十四局济宁内环高架第九
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彭召斌就
是其中之一。

“2019年11月份被公司
派过来，当听到是回济宁，心
里别提有多激动了。”彭召斌
出生于1986年，老家在梁山
县城，2008年大学毕业后进
入中铁十四局集团工作。“去
过新疆喀什，上过西安，也在
一些南方城市参与铺路架桥
项目。”彭召斌说，从业12年
来一直在省外干项目，这次
能为家乡做贡献，是巧合也
是压力，他回到济宁第一天
就投入到了火热的建设中
去。

为了给家乡人民交付
一个高质量的精品工程，彭
召斌对每一道工序都严格
要求。特别是在墩柱施工的
时候，钢筋笼的连接上，有
钢筋拧不到位的地方，或者

间距不合适的，他第一个站
出来要求施工人员整改返
工。

从业12年间，彭召斌在
外地的项目上一个就要待上
两三年，一年到头只能回一
趟家。本想着这次回到济宁
干项目离家近，可以多回家
看看父母，但因为项目工期
紧张、质量把控严格，进驻项
目部至今14个月，他只在刚
回到济宁时去梁山探望过一
次父母。

让彭召斌印象深刻的
是，在外地干项目时，当地
甲方人员一般一个月到工
地一次，而在济宁内环高架
项目工地上，每天都能看到
项目专班人员的身影。“很
多时候我从宿舍到工地的
时候，项目专班的人已经过
来了。”彭召斌认为，项目专
班作为代表济宁市民的甲
方，能用这种劲头铆在工地
上，督促着乙方往前赶，又
帮着乙方解决施工中遇到
的堵点卡点难点，是济宁内
环高架工期提前的有力支
撑。

项目经理身体三次出状况

为赶工期依然坚守岗位

袁子华是中铁二十二局济宁内环高架
项目第十二标段的项目经理，回忆起建设过
程中的点滴，他感触颇深。为保质保量按时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他一天最少时只睡三四
个小时，有三次因高血压身体出现状况，但
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一线。

9月的一天，正在施工现场进行调度的
袁子华突然觉得头疼、眩晕，差点儿摔倒在
工地上，同事以为袁子华中暑了，也没往其
他方面想，他休息缓解了一下，顶着烈日继
续工作。袁子华告诉记者，当时他就觉得自
己身体应该出状况了，但现场离不开他，没
时间去医院，硬是撑到晚上趁休息时间悄悄
去附近诊所测了个血压。这一测不要紧，高
压170，低压110，把袁子华吓了一跳。

“我是1973年的人，从30多岁开始做
项目经理，全国跑的地方也不少了，以前
也没少加班加点，身体一直很好，所以大
意了。”袁子华说，当时医生建议他最好去
医院检查一下，但施工现场如火如荼，同
事们也都在加班加点推进项目进度，很多
工作根本离不开自己。后来，他拿了些降
压药便继续投入到了工作中。

没想到干了十多天，身体又再次因高血
压出了“状况”，头晕的不行，还伴有恶心等
症状。因为实在不能坚持，他便到济宁市第
一人民医院进行输液治疗。输液两天，他在
医院病房里通过电话“遥控指挥”了两天。

“不是不想休息，工期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放不下。”袁子华说，十二标段的工作自己
全程参与，很多细节上的事情只有他最清
楚。越是抢赶工期，作为标段项目管理人员

越是要抓紧、抓严，确保工程质量过关。最终
住了两天院后，袁子华又赶紧回到了工地
上，直到爱人来济宁探望他，他才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

“我爱人是护士，因为长时间没回家，而
且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家人也担心，
10月份她就来济宁看我了。”袁子华说，巧合
的是，就在爱人探望的时候，他第三次出现
了高血压的症状，这才被家人知道。爱人告
诉他，持续高血压，严重的话会引发中风、心
梗等突发疾病，坚决要求他休息，住院治疗。
在领导和家人的坚持下，袁子华再次住院治
疗，治疗前他还不忘抓紧时间和暂时顶岗的
项目经理进行工作交接，重点内容反复叮
嘱。三天的治疗结束后，他回到了位于北京
的家，这是他四个月来第一次回家。

“父母都70多了，老父亲前年刚做了
肺部手术，妈妈的眼睛不太好，也多次做
过手术，想起这些，真是感觉做儿子的很
愧疚。”说起家人，袁子华的眼里泛起了
点点泪光。

袁子华向记者介绍，以往参与的项目建
设工期也很紧，但像济宁内环高架这样“两
年工期，提前7个月”的项目他还是第一次经
历。“以前的项目工期哪怕再紧，一个月或两
个月都能回家一次，咱内环高架项目真是一
分一秒都没浪费，一分一秒都不耽误，24小
时全速推进，完成了2020年底前通车这个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子华说，考虑
到因疫情还耽误了一段时间，项目能保质保
量提前完工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
种职业经历会令他终生难忘。

主线通车前夕，记者前往内

环高架建设专班探访，在办公区

走廊内侧的墙壁上看到了长达61

米的内环高架规划图。对应十三

个标段，专班工作人员用小纸条

标注下工程进度。

走廊外侧墙壁上，则悬挂

着主城区城建重点项目作战保

障图，上面横列多个重点项目，

其中内环高架排在首位。工作

人员介绍，这里是济宁主城区

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专

门设内环高架建设专班，足见

济宁市委市政府对内环高架项

目的重视。

为保证内环高架主线提前通

车，建设专班全员沉到一线上阵

冲锋，同时倒排工期督促各标段

项目部人员翻倍、设备翻番，达到

满负荷作业。2020年10月中旬，为

推动项目如期完工、确保工程质

量，工作专班对所有在建标段展

开徒步检查，每个标段从标头到

标尾一寸不漏查问题、促进度。

中铁二十五局济宁内环高架

二标段项目经理张志华说，施工

现场他进驻过不少，像济宁内环

高架这样快的节奏他是第一次遇

到，他总结说这种速度是让专班

“逼”出来的。他举例说，专班不仅

倒排工期，开展打擂台大比武强

势推动，还创新设立了“羚羊榜”

“蜗牛榜”，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甚

至还专门约谈进度缓慢标段的上

级公司或进行媒体曝光。“大家都

是央企，都有强烈的荣誉感，谁愿

意给公司‘抹黑’，所以都保质保

量投入紧张施工。”张志华说。

专班“逼”出了进度，也锻炼

了各标段项目部队伍。探访期间

记者了解到，经过济宁内环高架

项目历练，十三个标段中先后有5

名项目经理，被各自所在公司提

拔到更高层级管理岗位。

满负荷作业不代表一帆风

顺。内环高架建设期间，多个标段

项目方先后遭遇跨铁路线桥梁无

作业时间窗口，受疫情影响武汉

预制件生产基地关闭、春节后外

地工人无法返回等难题，专班强

力帮扶，以坐不住、输不起的责任

感奋力解决建设中遇到的一切难

题。

谈及“堵点、卡点”的及时解

决，济宁内环高架建设专班办公

室副主任李鹏认为，最大的依靠

是济宁市委市政府精准部署、挂

图作战总指挥部和城建指挥部的

靠前指挥、任城、高新、太白湖新

区等各单位的倾力配合。济宁市

上下一心的凝聚力，以及广大一

线建设者奋力挥洒的汗水，让内

环高架主线提前7个月通车，跑出

了济宁加速度。让61米规划图上

的高架快速路绕城成环，沟通济

宁城四面八方。

内环高架十三标段主工程，
是位于济宁城区西南部济水大道

（原西外环）与济宁大道交汇处的
5层互通式立交桥。“建成后将成
为济宁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一
道壮丽的景观。”济宁市住建局城

建科副科长、内环高架建设专班
工程部部长沈跃介绍，这座立交
桥投资多、规模大、技术复杂，施
工难度极大，最大的墩柱高达
31 . 8米，需要进行多次浇筑。

“项目所在地多是沼泽、池

塘，土质过于松软，不利于工程设
备的搭建，施工面临很大的挑
战。”中铁路桥公司十三标段项目
经理吴树广介绍，该标段不像其
他标段可以采取模块化拼接的方
式加快施工，立柱、盖梁多采取现

场浇注的方式搭建，而且入驻项
目时间相对较晚，因此施工难度
在内环高架所有标段里可以说是
最大的一个标段，追赶工期的压
力也最大。

为尽快追赶工期，2020年春

节前十三标段项目部就做好了春
节不回家过年的准备。“过年的时
候工人们都没回去，有的工人家
属还过来陪他们一起过年，大家
自己当演员还在工地搞了个文艺
晚会。”吴树广说，巧合的是正因
为春节没回家，遭遇疫情后十三
标段没出现工人回不来的棘手问
题，十三标段也因此成为内环高
架所有标段中在春节后较早开工
的标段。

“与在外地曾参与的项目
比起来，我们在济宁内环高架
上耗费的心血大概是过去的十
倍。”吴树广说，正因为挑战和
难题多，他所在的项目部在攻
坚克难期间，一共申请了2 9项
国家专利，发表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两篇，有多个省部级、局级
研究课题立项，这些科研成果
既是项目难度的体现也成为确
保五层互通式立交桥又好又快
建设的基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在济宁内环高架第十三标段探
访期间看到，建设者吃住在工
地附近的临时板房。吴树广介
绍，工人的起居生活区原本在
1 . 5公里外的八里庙村，那边的
保障条件更好，但是往返一趟
需要步行大约2 0分钟，为了更
快地追赶工期，大家把宿舍挪
到了工地，这样一来就能省下
20分钟用于工程建设。

生病发烧也不“下岗”

工地上穿坏三双鞋

“干过的工程里，还没遇到过像老边
他们这样盯得紧的建设专班人员。”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济宁内环高架各
标段项目部探访期间，多位项目经理说
起济宁内环高架建设专班综合部部长边
伟，都表示他是个“狠”角色、工作狂。

2020年12月25日，记者见到边伟时，
他正在第八标段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
度。“干工程没有一个好身板不行，我一
直坚持锻炼身体，还参加过健美比赛，所
以比较抗冻。”出生于1969年的边伟，比
同龄人的穿着略显单薄。记者还注意到
他的鞋上沾满沥青，边伟说这已经是到
指挥部后第三双鞋快报废了。“可不是天
天蹲在办公室，得来回往工地跑，所以比
较费鞋。”边伟介绍，不止是他，建设专班
的其他同事每天也是这种盯在一线的状
态。

边伟从28岁就开始干路桥工程，
327国道、104国道、105国道、济邹线
等济宁周边的国省道都干过。这次是
从公路局抽调到内环高架建设专班，
从一开始，边伟就充满了十足的干劲。

“济宁内环高架能让咱济宁跨入立体
交通时代。”其中的深远意义，作为有
着30年路桥经验的他深知自己的担子
有多重。

“内环高架一标段去年3月29号开
工，今年7月28号通车，其他标段从去年
七八月份陆续开工。”谈起内环高架，边
伟如数家珍。

时间紧，任务重，来到建设专班的第
一天，边伟就和同事们投入到了工作中。
每个标段的工程进度怎样，施工中遇到
什么难点，边伟都“了然于胸”。“有时候
完不成任务，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九
标段项目总工程师彭召斌说。在自己干
的工程里，没有哪一个项目的甲方能像
济宁内环高架建设专班盯得这么紧，服
务这么到位的。

为保证工程质量，建设专班常态
化开展内环高架徒步，建设专班人员
走上内环高架施工一线，每到一个标
段，就查看工程施工质量，督促施工
进度，发现问题现场召开整改会。2公
里左右的标段正常走过也就半个小
时，而他们要多花一小时。主线高架
部分36公里的路程走走停停，耗时两
天。

有一次边伟发烧38 . 6℃，为了不耽
误工期，把温度降下来，边伟就一个劲地
喝热水，不停地上厕所，就这样，一夜下
来温度总算降了下来，但起了满嘴的泡。
第二天一早，边伟爬起来又来到了工地。

“不在现场的话，内心总是很焦虑，总担
心完不成进度。”边伟说道。

“向不行说不行，把不能变可能，我
们做到了。”看着即将通车的内环高架，
边伟感慨良多。500多个日夜的披星戴
月，他和同事付出是值得的。“主线通车
的头一天晚上，路灯亮起的时候，我要上
桥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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