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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钢琴与钉钉子

点

民生工程处处彰显
龙江建工品质
要双鸭山博爱园小区三期工程项目工作纪实
要要
陈洪波

黑龙江省六建公司 2015 年承建了双鸭山市城市棚户区
改造工程岭东区博爱园居住小区三期工程 渊以下简称博爱园
三期工程冤 博爱园三期工程位于双鸭山市岭东区滨水大道东
侧尧东兴大道西侧袁容积率 1.2尧建筑密度为 25.2豫尧绿化率为
32.4豫尧总建筑面积为 14.5 万平方米袁建成后可安置 2100 户居
民遥棚改项目工程完成后袁为双鸭山市棚户区居民营造了一个
安全尧温馨尧舒适尧优美的生活环境遥
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袁 省六建公司作为该工程的施工
单位袁认真贯彻落实各级领导的指示精神袁指派生产经理陈圣
君同志为项目总指挥袁在博爱园小区三期设总承包项目部袁按

要浅论管理者的领导力与执行力
要要
孙亚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袁领导十三亿

入手遥 一是注重养德修身遥 古代儒家典籍

效遥 坚持结果导向尧问题导向袁研究处理问

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袁 我们党既要政治过

叶大学曳开宗明义地讲袁野大学之道袁在明明

题遥 坚持次优决策原则袁当机立断袁把握商

硬袁也要本领高强遥 要增强学习本领袁在全党

德袁在新民袁在止于至善冶遥 要想弘扬光明正

机遥 五是要博闻强识遥 不断丰富文化历史知

营造善于学习袁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袁建设

大的美德袁达到至善的境界袁就要格物致知

识袁丰富自身阅历袁具有远见卓识遥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袁 推动建设学习大

诚意正心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这三纲八

企业管理者袁企业主要负责人袁发扬钉

国遥 增强政治领导本领袁坚持战略思维尧创新

目是儒学的总纲袁所以说袁自天子以至于庶

钉子精神袁提升执行力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思维尧辩证思维尧法治思维尧底线思维袁科学

人袁皆是以修身为本遥 我们党在干部政策上

面着眼入手遥 一是坚持久久为功遥 企业内部

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袁把党纵

也坚持德才兼备袁以德为先遥 毛主席说野常

管理工作是琐碎繁杂的袁坚持制度标准化尧

览全局尧协调各方落到实处遥 企业的党员干

新胸中日月袁广揽天下奇书冶袁说的也是养

标准流程化尧流程信息化袁坚持久久为功袁

部尧企业的负责人袁面对纷繁复杂的企业管

德修身的道理遥 叶三国志曳评价蜀汉的刘备

推动流程再造和企业信息化建设遥 二是坚

理实践袁面对千头万绪的领导工作袁如何摸

弘雅有大德袁备而不用袁是为玄德遥 曾子讲袁

持小步走袁不停步遥 三是做好制度安排遥 实

清情况袁找准问题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袁任重而道远遥 坚毅厚重的

行机关职能部门月计划制度尧 部门双周例

主要方面袁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袁制定

品格袁健全完善的人格袁才可以担当大任袁

会制度尧 周五学习制度曰 基层定期汇报制

正确的政策策略袁 一以贯之地抓好落实袁抓

才可以驭下服众袁富有人格魅力袁才能富有

度尧 党委会和经理办公会决定事项催办督

出成效袁体现管理者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遥 优

领导威望和威信遥 二是立身清正遥 孔夫子

办制度袁 生产经营重大事项和人员外出请

秀的企业管理者袁既要弹好钢琴袁也要钉好

讲袁政者袁正也遥 其身正袁不令则行曰其身不

示报告制度遥 在具体工作方法上袁会议事项

钉子袁既有战略思维袁又有狠抓落实本领袁不

正袁虽令不从遥 要遵循清尧慎尧勤的为政之

要议而有决袁决必执行袁努力提高单位部门

断提升自身领导力和执行力遥

道袁坚持先之袁劳之袁率先垂范遥 李鸿章是晚

效率效能遥 基层企业主要负责人在部署工

唐人的叶贞观政要曳总结唐太宗李世民

清重臣袁 为政数十年袁 案头未有隔日之文

作上要指令清晰尧责任到人尧限时完成袁做

的治国之道袁简要的概括为用人和纳谏遥 我

牍袁未曾因病废事袁其勤业敬业如是遥 三是

一件事袁成一件事袁发扬野干成事袁得胜利冶

们党也强调袁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袁领导

强化战略思维遥 不谋全局者袁不足谋一域曰

的延安精神遥

干部的主要职责是出主意和用干部遥 在正

不谋万世者袁不足谋一时遥 要注重提升境界

提升管理者的领导力尧执行力袁我们还

确的政策尧策略制定后袁管理者尧领导者要

格局袁目光深邃袁洞察本质袁强化全局系统

要努力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善于弹钢琴袁即抓好中心工作的同时袁统筹

思维能力袁遵循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袁提升

义思想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袁 即坚持实事

兼顾做好其他各项工作遥 在政策策略的落

预见和判断力袁科学决策遥 要发扬创新实践

求是尧坚持战略定力尧坚持问题导向尧坚持

实和制度措施的执行上袁 要发扬钉钉子精

的企业家精神袁关注时尚袁顺应潮流袁洞察

全面协调尧坚持底线思维尧坚持调查研究尧

神袁条分缕析袁分清轻重缓急袁逐项逐步落

幽微袁善于整合资源袁构建平台袁创新商业

坚持抓铁有痕尧坚持历史担当遥

实各项工作任务遥

模式袁推动企业持续发展遥 四是坚持简明有

照野管理尧监督尧协调尧服务冶的八字原则袁下设四个施工区袁由
四个项目经理部分别组织项目施工遥 工程开工伊始就制定了
高标准的文明施工方案袁实施了连续混凝土脚手架地梁基础尧
双排脚手架的施工措施袁高度重视多塔作业袁工程共有 38 台
塔吊袁施工过程中要求重方案尧抓审批尧跟踪安装尧司机持证上
岗遥 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省委尧省建设厅的认可和表扬袁并要
求双鸭山市所有在建企业学习推广遥 在各项管理上袁重点抓了
以下五个方面工作院一是抓好施工进度遥 在施工进度上袁我们
根据年度计划安排袁认真控制各分部分项工程节点袁结合工程
实际袁及时调整完善袁确保施工进度按既定目标完成遥 二是抓
好质量监控工作遥我们坚持各分项工程大面积施工作业前袁必
须先做样板袁经检验合格后袁按此标准组织施工遥 在施工中坚

企业管理者袁企业主要负责人袁弹好钢

效的管理原则遥 删繁就简三秋树袁领导标新

琴袁提升领导力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二月花遥 基层的管理制度要简明袁要行之有

书记专栏

持自检尧互检尧交接检袁对达不到要求坚决重新返工袁确保质量
达标遥 三是抓好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工作遥 在安全生产上袁我
们加强了对人的不安全行为尧 物的不安全状况和环境的不安
全因素的管理遥 坚持完善组织机构袁配齐安全管理专职人遥 加

血病袁三年下来需要 28 个化疗期袁在不感

强施工作业人员的入场三级教育和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技术

染的情况下需要就腰穿 20 次袁骨穿 25 次袁

交底工作遥 注重塔吊尧高处作业和临边操作的安全问题遥 四是
做好劳务管理和农民工工资监管发放工作遥 在劳务管理上袁我
们坚持入场登记造册制度袁凡新入场的作业人员袁必须提供身
份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遥根据施工进度袁实行劳务人员动态管

雪域高原的勇士

抽血化验 150 次袁这冰冷的数字啊浴 重重的

要要
要记龙建股份北龙公司西藏 S5 项目部

他甚至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袁当天夜晚袁他
紧急飞了回去袁把一切料理好后袁便又飞回

刘 辉

理袁及时掌握人员入场尧撤场信息遥 在工资发放时实行监管袁保

了项目驻地袁他知道袁西藏 S5 项目还需要
我袁他必须在这里坚守阵地袁并且袁要让 S5

留各施工区各工种的考勤表和工资发放表袁 并留存工资发放
影像资料遥我们还根据农民工人员复杂尧易发生突发事件的特
点袁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叶劳务突发纠纷处理预案曳遥五是坚持以
人为本袁关心员工的疾苦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遥 夏季高温酷
暑时袁为保证施工作业人员安全袁我们采取了提前发布高温预
警尧调整作业时间尧向各施工区发放白糖绿豆尧提供防暑降温
饮用水等措施袁预防施工作业人员高温中暑袁确保生产施工顺
利进行遥
项目开工以来袁省六建公司在保安全尧保质量的前提下袁
克服气温低尧雨天多等各种困难袁夜以继日抢工期袁公司要求
工程建设进度计划合理袁现场生产工作有序袁现场严抓工程质
量袁从检测到节点控制再到全面监管袁把每一栋建筑必须建成
精品遥安全工作是现场工作的重中之重袁现场实施二十四小时
监控袁确保安全工作无死角尧无遗漏遥质量是企业的生命遥抓质
量从各种原材料进场入手袁货比三家袁选择性价比最佳的厂家
进货袁完善验收手续袁坚持检测制度遥 在各工种尧各工序质量监
控上袁严格按规范标准施工袁不合格部位坚决推到重来遥 省六
建公司施工现场的标准化管理袁 为双鸭山市建设市场带来了
新气象尧新变化遥 2015 年 10 月 10 日市住建局组织袁全市所有
施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200 多人袁 到博爱园三期施工现场观
摩学习袁促进和带动了当地施工现场管理水平的提高遥
博爱园小区三期工程项目获得了多个奖项袁2015 年博爱
园小区三期工程被评为省级标准化工地袁2016 年又被审定批
准为 AAA 级文明示范工地曰博爱园总包项目部荣获集团公司
2015 年度叶安康杯曳优秀项目部曰项目党支部被省建工集团授
予优秀基层党支部袁项目总指挥陈圣君同志被评为 2015 年度
省建设集团优秀共产党员袁建工集团叶十佳项目经理曳遥

击打着他的心袁除了准备费用袁等待时间袁

青藏高原尧 寒来暑往袁 北龙人披星戴

上袁定期开展支部会议袁共同学习袁大家都

月尧戮力攻坚袁用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

坚信 野只要思想不滑坡袁 方法总比困难

的工程业绩把一场路桥建设演绎的波澜壮

多冶遥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施工袁是对项目

阔...

的一种考验袁更是对全体施工人员的一种
龙建股份北龙公司第二项目部负责西

信任遥 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辜负公司领导的

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通道交通安全设

厚望袁把满腔的爱和情融进施工生产建设

施与机电工程施工袁 该项目位于西藏山南

中袁用实际行动去完成 S5 项目施工建设遥

市扎囊县桑耶镇袁 项目全线平均海拔达到

西藏的事业充实着他们袁他们也肩负着公

3700 余米袁 是省建设集团唯一从事公路交

司的信任袁所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袁他们

安和机电工程施工的队伍遥 施工生产受到

也会坚持袁保质保量圆满完成项目的全年

野气候条件差尧工程数量大尧材料运输远尧工

施工任务遥

期要求高冶等诸多不利因素制约袁在极为出

一腔热血袁众志成城袁一个有着不怕苦

色地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袁 涌现出许多感

累尧攻坚克难的集体袁必然有其中优秀的代

人至深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遥

表噎噎在这个春天里袁他告别家庭尧妻儿和

2018 年初袁 刚刚在日喀则立下赫赫战

老父母袁告别亲朋尧挚友和好同事袁告别大

功的北龙公司第二项目部全体将士踏着一

城市的喧嚣尧便利和安逸袁告别曾经拥有的

路风尘袁奔赴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通道施

一切袁只为了一声召唤袁跋山涉水的奔赴西

工现场遥 在严重缺氧袁日照强烈袁空气干燥

藏遥 从拉萨机场出来时袁眼前的是一座座连

的侵袭之中袁展开又一场路桥会战遥

绵不绝的高山和万里无云湛蓝的天空袁他

35 摄氏度的高温下袁 他们在现场监督

知道格桑花开尧知道牛羊遍地尧知道珠穆朗

施工队进行混凝土立柱预制以及路边钻孔

玛的巍峨和雅鲁藏布的壮阔遥 可他不知道袁

施工袁对严守质量的执着得到了业主尧监理

海拔三千九百米的彻夜难眠尧头痛欲裂曰不

和总承包单位的领导一致的好评遥 在安全

知道袁 高原除了氧气的稀薄袁 超强的紫外

上袁 项目部经常召集民工联队进行安全会

线袁昼夜相差甚大的温差袁还有一流就止不

议袁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袁并将检查到的

住的鼻血曰不知道袁在大风和漫天黄沙中施

安全隐患汇总袁提出整改意见袁对民工联队

工的艰辛遥 5 月份进场后袁他的家里又传来

也提供了诸多解决方案遥 在基层组织建设

噩耗袁 他的儿子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

项目的施工保质保量的完成袁 让北龙公司
在西藏大地绽放出绚丽的色彩浴
时光匆匆而逝袁一晃便已到了 8 月袁这
里的昼夜温差逐渐加大袁 氧气的含量更加
稀薄袁高原反应更加明显曰大风经常席卷着
漫天的沙尘不期而至曰 而在即将到来的 9
月份袁昼夜温差近 30 度袁恶劣的自然条件
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项目全体人员的决心
和意志遥 他们是勇者袁战天斗地袁奋战在西
藏这方热土曰他们是战士袁排除万难袁坚守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曰 全体参建人员斗志昂
扬袁靠着无畏的气魄袁在雪域高原上奏响了
一曲曲野北龙铁军冶的赞歌遥
项目部通过这两年来的工作袁 总结了
诸多高原地区的施工经验袁 了解了交通安
全设施工程施工中的重点和难点袁 这些都
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千淘万漉
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遥 滚滚风沙挡不住
第二项目部前行的脚步袁 数九严寒冻不垮
北龙人的万丈豪情袁 在这个深沟高壑的不
毛之地袁施工难度之大是前所未有袁但是第
二项目部全体人员毫不畏缩尧坚忍不拔袁这
是一腔激情尧 这是一种信念尧 这是一份执
着尧这是一种精神袁是北龙人逢山开路尧遇
水架桥的时
代精神遥

先优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