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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湿地生态文化名片为城市增添幸福感
“鏖战”谱新篇 品质工程让滩涂成绿洲
要要
要龙建股份遂宁 PPP 项目建设纪实
杨晓光

景观带靠着项目部全体干部
职工点点滴滴的努力开始成型遥 但

子的搭建尧人员调配入手袁组建起了一个团结和谐尧力量雄
厚尧积极上进的项目管理团队遥

在建设过程中袁野海绵城市冶这一新

与此同时袁遂宁项目部始终把服务工程袁发挥党组织和

概念成为了项目最大的挑战遥 面对

党员在工程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袁全

新概念尧新材料尧新技术要求袁遂宁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项目部整体联动袁 进行了合理安

主义思想袁按照建设集团和股份公司党委工作部署袁全力加

要在做最基础的路面平整工
排要要

强企业党的政治建设尧思想建设尧组织建设尧干部及人才队伍

作同时袁招揽特色人才袁负责海绵

建设尧党风廉政建设和宣传文化建设遥 项目党支部组织制定

城市尧园林景观等方面工作袁并组

了野两学一做冶常态化制度化学习方案袁配发学习书籍袁制定

织进行海绵城市建设的进修遥 同

党员学习计划遥 组织全体党员及干部职工学习遥 创新野互联

时袁还与江西园艺尧同济大学景观

网+党建冶学习新形式袁丰富学习载体遥 严格落实野三会一课冶尧

设计院尧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

主题党日尧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等制度遥

院等单位尧院所进行合作遥 在人才

在施工生产工作中充分发挥党支部作用袁 进一步完善

招募尧设计风格尧海绵城市理念尧植

野党员责任区制度冶及野党员先锋岗冶活动遥 开展党员示范岗活

物景观施工尧相关学术交流等展开

动袁内业工作人员办公桌设置党员桌牌袁施工现场醒目位置

合作共享袁 啃下了海绵城市这块

设置野党员先锋队冶旗帜袁党员佩带党徽遥 为了更好的结合施

野硬骨头冶袁同时有效提升龙建股份

工生产尧项目管理等实际工作袁将遇到的难题进行课题立项袁

的品牌效应遥

项目部成立了野党员攻关小组冶和野党员突击队冶遥

遂宁项目在海绵城市建设上

而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人袁也从来没有忘记过遂宁项目的建

的成功探索袁 不仅得到了河东新

设遥 龙建股份尧龙建四公司相关领导多次来到遂宁项目检查指

区管委会的赞扬袁更得到了省尧市

导遥 2017 年 8 月 24 日袁黑龙江省国资委领导远赴遂宁进行调

领导的肯定,施工期间袁接受了各

研袁实地查看了项目建设进度袁对于 PPP 模式进行了深入浅出

级领导多次的检查与调研遥 2017

的讨论袁 让遂宁项目部管理人员对于 PPP 项目有了更深一步

年 7 月 10 日袁四川省人民政府副

的认识袁为下一步建设中的风险把控把稳了野方向盘冶遥

遂宁袁一座从历史深处走出的文化名城遥 山水之间袁温婉

野石可破也袁而不可夺坚曰丹可磨也袁而不可夺赤遥 冶在这

省长杨洪波一行来到项目现场袁 听取了海绵城市景观带的

2017 年 9 月 25 日袁 龙建股份总工办一行来到遂宁项目

精美袁风韵无双遥 为给这座山水之城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袁龙建

样的艰苦努力下袁遂宁项目高质量尧超进度的进行着袁整体已

设计理念和项目进展情况后袁 杨洪波肯定了项目进展袁并

部袁对技术管理工作进行了调研指导遥 调研组在项目部驻地

股份怀揣筑梦之心来到遂宁袁承建了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

经建设完成 40%遥 项目共包含合家欢园区尧城市大观区尧缤纷

表示期待景观带的完工袁 他表示袁 对于龙建股份这个省级

对工程内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指导袁 针对工程技术管理尧施

市建设五彩缤纷路景观带 PPP 项目遥 历时两年袁昔日乱石河

之滩三个园区遥 截至目前袁合家欢园区已正式向公众开放遥 城

企业非常看好袁 也非常信任袁 他相信龙建股份打造的工程

工组织设计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遥 特别是在工程技术

滩今日烟波浩渺袁滩涂成绿洲遥

管理工作上袁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袁并进行了详细的指导遥

市大观园区院土石方工程完成 80%曰景观园林工程完成 30%曰

项目袁 必将是精品袁 也必将成为四川省城市建设的标杆和

精准发力壮志酬 吹响建设冲锋号

建筑钻孔桩完成 240 根曰停车场完成 100%曰钢砼构筑物完成

楷模遥 遂宁市委书记尧市长尧市政协主席等领导更是多次来

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五彩缤纷路景观带 PPP

80%曰园区道路完成 40%曰水尧电管网完成 60%曰驳岸防护工程

到项目现场遥 在项目建设初具雏形后袁 全国各地前来考察

忠袁党委工作部副主任李亚东一行深入遂宁项目开展党建工

完成 100%遥 缤纷之滩园区院土石方工程完成 40%曰钢砼构筑

的考察团更是络绎不绝遥

作基层调研遥 调研会上袁李亚东对项目部党建工作所取得的

项目是龙建股份首个涉足海绵城市建设的项目遥
2016 年 8 月袁项目进驻遂宁市河东新区袁经过甲方对
龙建股份实地考察袁 龙建股份董事长尚云龙一行来到遂

物完成 30%曰园区道路完成 20%曰驳岸防护工程完成 70%遥 一
幅碧水绿树相融的城市生态图景已经初具规模遥

宁袁 经过多次商务谈判袁 最终确定由龙建股份组成联合体

精心筹备夯基础 攻坚克难得实效

进行实施袁2016 年 9 月 12 日收到叶中标通知书曳遥 同年 9 月

遂宁项目的质量高尧进度快并不是一蹴而就袁在这过程

20 日袁龙建股份牵头与遂宁市河东新区建设局草签了叶PPP

中袁 项目部干部职工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遥 项目刚

合同曳遥 2016 年 11 月 20 日袁遂宁市龙兴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刚进驻遂宁袁 他们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要要
要按照 叶PPP 合

公司注册成立遥

同曳约定袁项目公司需要编制造价预算的工作袁项目的建设

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五彩缤纷路景观带 PPP

内容涉及很多,多数项目人员未接触过袁不具备独立编制造

项目采取 PPP 模式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尧改造及维护

价预算的能力遥 为便于此项工作顺利开展袁 他们采取聘请

管理袁坐落于遂宁市河东新区袁涪江东岸袁是结合海绵城市

专业团队来完成造价编制任务遥 在开展项目公司注册的同

建设理念集市政尧建筑尧水利尧园林等多专业为一体的大型

时袁河东新区管委会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要
要正式进场施工遥

滨江湿地公园建设项目袁总占地面积约 150 万㎡遥其中景观

在接到施工任务的时候袁 项目只有 4 人袁 刚来到遂宁不到

绿地及配套管理用房尧防洪堤修复建设尧运营尧维护袁其中

60 天袁遂宁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袁而施工所需

绿地面积约 145 万㎡袁配套管理用房占地面积约 2 万㎡袁防

的物资也没有完全到位遥 就是在这样市场资源极其匮乏的

洪堤修复长度约 1km遥

情况下袁 按管委会要求的时间如期开工建设袁 得到了河东

适逢建设集团大力推动实施野1566冶工程袁提出打造野两
最四跨冶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野一个总目标冶遥 全面深化改革
创造出的广袤天地袁更是给予了每个参与遂宁项目人实现人
生价值尧向梦想笃行的机会遥

2018 年 7 月 7 日袁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尧工会主席蔡绍

新区管委会的高度肯定遥
项目成立之初袁项目人员也遇到了语言不通尧交流不畅尧
气候尧饮食等方面的问题袁他们通过积极调整袁尽快适应遥
2017 年袁项目部整体工作步入正轨袁项目班子也充实

两年的时间里袁项目部全员经受了四川夏季的高温和冬

了新的力量遥 项目公司组建过程中袁持续开展工程报建尧施

季的湿寒袁经历了白昼和黑夜不停歇的变迁袁也承受了风雨

工图优化尧地方协调以及市场调查等工作遥 在报建过程中袁

和雾霭不定时的考验遥 这一次袁是项目部员第一次接触海绵

由于国家对 PPP 项目入库要求的变化袁这让本来推进顺利

2018 年春节临近袁遂宁项目的施工现场上袁一派热火朝

些要求让遂宁项目部全体同志精神振奋袁表示将继续发扬优

城市建设袁施工过程中袁他们根据现场情况和环境因素多次

的项目按下了野暂停键冶遥 为了保证工期顺利推进袁通过主

天的繁忙景象袁几百名工人多点作业袁项目管理人员也兢兢

良作风袁再接再厉袁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袁做细做实各项基础

修改施工方案袁为的只是将工程做的更好遥 多少个夜里袁施工

动与四川省财政厅 PPP 项目办进行多次交流袁并查阅大量

业业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遥 在施工生产过程中袁通过周密安

工作袁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遥

现场和项目驻地都是灯火通明袁为了这个项目袁每一个人都

相关资料袁历时 1 个月袁最终通过省财政厅 PPP 项目办的

排袁材料调配和领用的时间尧流程都得以缩短遥 在遂宁冬天阴

倾尽全力袁证明一个龙建路桥人铮铮铁骨尧不畏艰辛的品质遥

审核袁项目进入执行阶段遥

冷潮湿的寒风大雾中袁项目全员加班加点抢工袁二十四小时

培训袁结合具体施工内容袁有针对性的培养新员工袁定期进行

作业遥 除了合家欢园区之外袁城市大观区也昼夜加班遥 当时正

轮岗培训曰在施工过程中袁加强施工内外业的衔接尧沟通遥 此

值涪江放水时期袁为了能够抢占有利时机袁工人们冒着严冬

外袁项目部还定期组织施工相关人员召开生产例会袁共同研

进行水下作业遥

讨施工中出现的问题遥

披襟斩棘鼓干劲 日夜奋起勇向前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袁 并对项目党建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袁这

针对新员工袁项目部还在施工过程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春节前夕袁历经 400 多个日日夜夜袁合家欢园区如期向

项目部领导班子非常注重对员工关怀袁尽可能的为每一

市民开放袁 它意味着遂宁市的城市面貌有了崭新的变化袁遂

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和便利遥 提倡野家冶文化袁项目领

宁市的城市建设有了巨大的提升袁也是五彩缤纷路北延景观

导与员工们经常谈心交流袁及时了解项目部员工的所思所想

带工程的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遥 这个定位为时尚生活的户外

和困难袁积极为他们想办法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遥 项目部还

乐园袁由亲子活动场地与生态林地共同构成遥 园区的建成既

与遂宁市工会建立了工会联合会袁在项目部驻地搭建了农民

丰富了儿童生活袁又为市民朋友们增添一个充满乐趣尧合家

工服务站袁定期的发放各种药品袁提供休息的场地袁为每一个

欢乐的休闲场地遥

人购买了保险袁进行安全教育遥 同时袁还多次组织各种活动袁

野士不可以不弘毅袁任重而道远冶遥 弘毅袁可以理解为一种
奋斗的坚韧品质遥 这种宽广的奋斗精神袁表现在每一个遂宁
项目部员工的孜孜努力上遥

丰富了项目部员工的业余生活袁 也激励了员工们奋发向上尧
锐意进取的精神遥
付出终有回报时袁 项目部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袁2017 年度

每天天蒙蒙亮袁项目部就开始野活动冶起来遥 交班过后袁各

黑龙江省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一等奖尧2017 河东新区优秀

自便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遥 现场勘察尧编制施组和预算尧协调

建设单位尧新技术金奖等奖项袁项目建设的新闻多次登上央

业主遥 施工战线长袁夏日骄阳似火袁夜晚蚊蚁肆虐袁还经常遇

视新闻尧遂宁新闻等各级媒体平台遥

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遥 在紧凑却又有条不紊的工作轨道上合
奏成了一支慷慨激扬的工地交响曲遥
项目部群策群力袁从组织构建尧施工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的成果遥 从项目建设之初袁积极谋划项目部的发展袁从项目班

野黄金时代袁不在我们背后袁乃在我们面前曰不在过去袁乃
在将来遥 冶为了给遂宁市打造出更加美丽的绿洲袁遂宁项目将
继续发扬龙建精神袁不畏艰苦袁只做精品工程袁遂宁项目部全
员步伐铿锵袁遂宁这座城市等待着他们扬帆起航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