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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标

简

讯

一、福源花园 A栋一、二层结构加固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 545 万元，项目地处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福

源花园小区 ，建设单位为深圳市深投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

程任务是进行楼层结构加固、消防设施布置和装饰翻新及恢复。

二、新金都（一期）基坑支护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为 183 万元，项目地处珠海市三灶镇金岛路

东面，好景新村南面，建设单位为珠海市富红房产公司，工程

任务是新金都（一期）基坑支护设计、施工。

三、惠州小金湾碧桂园桩基础工程

本工程中标价暂定为 500 万元，项目地处惠州三栋，建设单

位为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任务是惠州小金湾碧桂

园桩基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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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工程部

一、良安田花园 1-4号楼、幼

儿园基坑支护及桩基础工程

本工程已经全部施工完

成，桩基础及基坑支护工程检

测合格，承台开挖也同步进行，

正准备验收。

二、官湖社区统建楼项目

1 栋地下室顶板模板及钢

筋绑扎安装已完成，准备浇筑

混凝土（等建设单位完善好相

关手续）；2 栋 14 层柱和 15

层板已施工完成，水电预埋同

步进行。2 栋施工电梯开始安

装。

三、美伦会所改造工程

正在施工西侧剪力墙，幕

墙工程正在施工龙骨。女儿墙

和天窗未完成，因甲方的施工

手续未完善，施工缓慢。

四、前城滨海花园项目

A2、B2、G栋孔桩已完工，

准备验收。

五、大瓦房科技有限公司北侧

边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原施工图纸内和甲方要求

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都已经

完成，现等甲方安排验收。

六、深圳市南澳洋畴湾花园第

九栋别墅改建工程

基础及地下室地板已施工

完毕，因甲方和外部因素，现

在还是处于停工状态。

七、龙景边坡支护工程

锚杆、锚索注浆以及钢筋

混凝土格构梁已施工完成，剩

下锚索张拉未完成。

八、深圳河湾水安全监管中心

工程

现该项目的临时设施已经

搭建好，技术准备也已完成，

正在配合业主办理临时用电和

施工路口手续的办理。

九、深圳梅林奥迪 4S店改造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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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墙钢结构基本施工完

成，室内墙体和柱子装饰正在

施工，已完成大概一半的工程

量。

十、大运城邦基坑支护及挡土

墙工程

放坡支护已完成，挡土墙

的预应力管桩已完成，钢筋混

凝土挡土墙已施工完成 60 多

米。毛石挡墙基础开挖。

十一、南坪快速牛咀 2#桥维修

加固工程

已完工，准备验收。

十二、应人石社区公园设施维

修工程

已基本施工完成，还剩篮

球架未装。

十三、雅昌大厦屋顶加固工程

雅昌大厦位加固工程已施

工完成，现正在做收尾工作。

十四、阳光科创中心项目屋面

及裙楼悬挑钢结构工程

阳光科创中心项目屋面及

裙楼悬挑钢结构工程，位于深

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南新路交

汇处，阳光科创中心项目。主

要施工内容为：1A、2A 两栋屋

面标高 153。10 处的夹层钢结

构和 2A 裙楼悬挑钢结构两部

分。现已开始放线，钢结构构

件正在工厂加工制作。

十五、鹅公岭工业区挡墙加固

工程

鹅公岭工业区挡墙加固工

程位于龙岗区坪地街道六联社

区，主要施工内容为：挡土墙

约 130 米，坡高约 8 米，采用

锚杆、锚索、井字形钢筋混凝

土格构梁在旧挡土墙上加固及

坡顶排污管改造，合同造价 198

万。现在正在施工锚杆、锚索，

已完成大概 50%。

十六、愉园社区消防主题公园

项目

愉园社区消防主题公园项

目位于龙岗区龙城街道愉园社

区，主要施工内容：新建一批

消防宣传设施，包括文化石、

花岗岩铺贴，浮雕、雕塑制作

安装，新建园路，消防管道铺

设及宣传栏制作安装等，合同

造价 177 万，工期 60 天。现临

时设施已完成，准备开工。



第 4 页

工作心得

█ 李红辉

时光荏苒，我来公司已有

三个月，作为一名新员工，非

常感谢公司提供给我一个学习

和成长的平台，让我在工作中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慢慢的提升自身的素质和才

能。回首过去的三个多月，公

司陪伴我走过了人生很重要的

一个阶段，使我学到了很多。

在此我向公司的各位领导和同

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有你们

的关心才能使我在工作中得心

应手。也因有你们的帮助，才

能令我在公司的发展上一个台

阶。

我深知，不管在什么岗位，

我都要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

事。在三个多月里，我主要从

公司培训学习和下项目两个方

面来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力争

做到更好、更精确。下面就我

三个多月的工作情况向领导作

简要的汇报。

培训学习，全面提升自身

素质。

作为一名新员工，我首先

学习了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

适应了公司的工作环境，针对

公司承揽的项目，经过现场的

学习和了解，让我深刻的理解

了施工中的施工工艺、技术规

范、操作流程。任何事情态度

决定一切，对于一个工程人员

来说，尤其是在工程质量和安

全问题上，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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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以认真的态度完成

公司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通过项目上的锻炼，不断

的积累工程经验和专业技能，

从施工测量放样，各个工序的

施工流程，到后期施工资料的

完成，从中我学习到了很多知

识。在实际工程当中也遇到很

多的困难，但是经过一段时间

的的积累和学习，我逐渐掌握

了工作方法和技巧，这段时间

得到了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帮

助，在此感谢！

施工经验是需要长时间经

验积累沉淀的，虽然积累的道

路比较漫长乏味，但是我会以

求实，认真，严谨的态度脚踏

实地继续下去，争取给公司作

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希望能在新的一年

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使自己

更上一层楼。同时也祝愿公司

业绩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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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街道南昌公园排水改造工程施工心得

█ 蔡仁海

西乡街道南昌公园排水改

造工程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南

昌公园附近，新建 DN500 管道

长约 449 米，新建 DN600 管道

长约 137 米，新建 DN800 管道

长约 86 米，新建 DN1000 管道

长约 125 米，新建砼检查井 30

座，砖砌平篦式双篦雨水口 73

个，拆除挡墙和箱涵，新建挡

墙和箱涵，拆除和新建路面，

新建雨水口及新建施工围挡

等。工程合同价为 299.997731

万元，工期为 120 天，工程实

际开工日期：2014 年 12 月 29

日，实际竣工日期：2015 年 3

月 31 日，工程按期完成。

一、主要施工过程

1、沟槽开挖：本工程管道

挖深均在 2.5 米左右，土质一

般，先打入槽钢进行基坑支护，

再采用机械开挖，开挖采用机

械、人工挖土，为防止超挖或

扰动槽底土层，机械开挖必须

由人工配合清理。

2、管道安装：本工程管道

基础采用 120 度 C15 砼基础，

机械配合人工吊装，接口采用

橡胶圈连接后再用砂浆封闭连

接；施工过程中，质安人员要

加强巡视现场，复核管道安装

高程，一旦发现问题，应立即

进行整改。

3、管道回填：在槽底至管

顶以上50CM内，不得回填淤泥、

有机物、冻土及大于 50MM 的

砖、石等硬块，在防腐层周围

要细砂回填。回填时，槽内不

得有积水。

二、.施工中的重点难点

1、由于工程是应急工程，

工期特别紧张，我方接到监理

下发的开工令后，立即展开了

现场施工，由于该工程位于居

住小区，人口密集，人流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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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复杂，施工难度大，安全

为重中之重，施工位置就在小

区主干道路上，不能封路，只

能采取道路半封闭围挡，道路

行人较多，特别有很多小孩，

施工沟槽较深，且有积水，为

保证施工安全，我们安排了专

职交通疏导人员和专职安全

员，保证了工程施工按期完成。

2、施工中碰到很多旧的

管线、管道，线路比较复杂，

其中有电缆线、电话线、燃气

管道等。业主方又不能给我方

提供准确的旧管线位置线路图

纸，造成很大的施工安全隐患，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施工难度

很大，我方采取先用人工进行

探挖，找出管线的具体位置，

避免大型挖掘机开挖挖断管

线，探出所有管线的具体位置

后，再使用大型挖掘机进行沟

槽土方开挖。

3、施工中碰到旧的排水管

道，这种情况施工中应特别小

心，避免挖破旧的排水管道，

如果施工中破坏了旧排水管

道，会造成沟槽被水浸泡，破

坏了沟槽地基土层，使地基土

层软化，承载力不够，给后期

施工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在施

工中遇到了旧排水管道，上报

给业主，后经业主方，设计方，

监理方，以及我方共同商讨处

理方案，采取在新旧排水管道

交汇处增加一个检查井。我方

按此方案进行施工，先进行两

侧的管道埋设，两侧管道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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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上面石粉回填夯实后，最

后来破旧排水管道，使新旧排

水管道相通。

4、施工高峰期正处于春

节期间，工人回家过年心情迫

切，由于工程本身又是应急工

程，工期特别紧张，为了不影

响工期，顺利完成任务，我方

采取加机械设备，加人员进行

了加班加点施工，给工人做思

想工作，以及给予经济上补偿，

让他们理解项目的工期紧张情

况，尽量推迟几天回家过春节，

过完春节尽早开工。

三、施工中的个人体会

西乡街道南昌公园排水改

造工程是我人生中做的第一个

水利工程，刚开始心里不免有

些压力，毕竟是第一次接触水

利工程，没有经验，怕很多东

西不懂。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顺利的把工程做完了。功夫不

负有心人，我也在工程施工过

程中学到了很新东西，积累了

很多新经验。以下几点是我个

人的一些施工体会：

1、了解工程周边环境，及

时做到与工程各方良好沟通

工程刚开工不久，就接连

二三的接到周边居民的投诉，

投诉我们工程施工影响到他们

的生活和休息。我们及时于当

地的村委、城管、交警以及村

民代表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得

到了他们的谅解，保证了工程

的顺利开展，以及按期完成，

良好的沟通是工程非常重要的

一个解决问题方法。

2、熟读施工图纸及规范

当接到一个新工程时，第

一时间就是要熟读图纸，了解

工程的类型，以及仔细查看图

纸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修改，

如果发现图纸问题应及时记录



第 9 页

下来，等图纸会审时及时向设

计单位提出，让设计单位及时

修改。还有一定要熟悉工程规

范，西乡街道南昌公园排水改

造工程是个水利工程，是按照

水利规范来进行资料归档及验

收的，水利工程规范和房屋建

筑工程规范有很大的不同，比

如：房屋建筑工程钢筋送检一

组是 5 根，水利工程钢筋送检

是 9 根，还有资料归档划分也

不一样，我及时查看了水利相

关的规范，及时完成了资料的

划分，材料的送检，给后程验

收做好了准备。

3、一定要有吃苦耐劳精神

做工程这个工作比较特殊，不

像其他工作，有规定的上班下

班时间，做工程现场管理是没

有具体的上下班时间的，特别

是工程高峰期的时候。做个合

格的现场管理人员，必须时时

刻刻关注工程现场的动态，在

西乡街道南昌公园排水改造工

程沟槽开挖过程中，有次下了

一整夜的暴雨，沟槽来不及回

填，沟槽积满雨水，我方采取

使用抽水泵进行排水，我们管

理人员一整夜轮流查看沟槽积

水情况，查看周边情况，以防

造成路面塌方等情况。

4、要有上进心，不懂就要

问的精神

一个人不可能是全能的，

也不可能什么都懂，特别对我

们年轻人来说，社会阅历不深，

工程经验还不够丰富，特别是

面对一个新类型的工程，那就

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我们

就要多跟老前辈学习，不懂的

问题可以多向他们请教。

如果一个工程管理人员能

够具备以上几点，我相信工程

上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能

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工作，做

一个合格的工程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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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游记
█ 吴庆辉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

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深圳市

岭南天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磊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深圳市恒福临建筑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迎来了

2015 年的“三八妇女节”。为

了表示对各公司广大女职工节

日的祝福，公司领导安排了“河

源三日游”。

出于对女同事的照顾，领

导也安排了几个高大的男同事

随行，当然，最让大家感到荣

幸和愉快的是林总也随行其

中。

3月 6日下午两点，大家在

公司楼下集合，有序地上了中

巴车，伴随着车上喜气的音乐，

我们出发了！四个小时的车程

并没有让大家感到太多的疲

惫，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是轻

松而高兴的，同事之间随性地

聊着天，不时地开着玩笑，互

相传递着自己带的零食，欢声

笑语洋溢着整个车厢。下午六

点到达河源，车开到下榻的酒

店—河源最高档的五星级酒

店。天气有些阴凉，可能跟河

源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吧，不过

大家的心依然是暖的，毕竟这

次旅游是一个惊喜。说实在的，

大多数公司在“妇女节”这天

给女职工送上一朵小花或是一

块巧克力就草草表示了祝福，

年年如此，没有太多的形式。

所以，我们能体会到，这趟旅

行，是领导精心安排的，体现



第 11 页

了公司领导对女职工的重视与

尊重，我们几个男小伙也是沾

了女同事过节的光，倍感幸运！

晚上，我们在酒店里受到了公

司在河源的客户的款待。酒桌

上，大家兴致都很高：觥筹交

错而又千杯不倒；男同事一马

当先，女同事却巾帼不让须眉

—场面热闹而欢腾！

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了

耳闻已久的万绿湖。万绿湖，

因四季皆绿，处处是绿而得名，

其景色秀丽，空气清新，被称

为“珠三角的后花园”。见惯

了大都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

龙，面对眼前的美景，大家的

心情一下欣喜起来。好像是为

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不时有几

只花蝴蝶翩翩飞来，落在穿花

色衣服的女同事身上。湖面略

来阵阵清风，轻吻在脸上，让

人觉得心旷神怡。我们乘船在

万绿湖中游荡，湖面少有风浪，

总是显得那么恬静、安分。湖

水颜色碧绿，由近到远逐渐转

淡：墨绿、深绿、浅绿、淡绿…

远望湖心,仿佛身在“绿色海

洋”之中。游荡在湖中，又像

是穿梭于仙境一般。湖中有许

多小岛，船停到其中一个比较

大的岛上，大家驻足片刻，依

托美景，合影留念。临上船，

我和几个同事在湖边捣了口水

喝，果真有一种甘甜的口感。

向导说湖水来自青翠的山林，

清澈、纯净、无污染，可直接

饮用，用水做出的豆腐、酿酒，

以至泡出来的茶都格外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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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足为奇，湖里出产大量的

桂花鱼、鲶鱼、鳝鱼等各种鱼

类。中午我们在万绿湖附近的

农家饭店就品尝到了这些鱼，

确实十分鲜嫩。

第三天，我们辗转来到了

当地出名的叶园温泉。叶园温

泉酒店是一家集温泉养生、休

闲度假、 观光旅游、商务会议

为一体的综合型五星级度假酒

店。整个酒店分布在青山、翠

竹环抱的自然美景之中，是修

身养性的风水宝地。下午，活

动自由展开，女同事大多去泡

温泉游泳，男同事们打桌球、

乒乓球，大家玩得都不亦乐乎。

晚上，在客家特色饭店里，我

们尝到了私家酿制的米酒。林

总开玩笑说，不要小瞧这种酒，

后劲非常大，不过这天是妇女

节，大家开心得忘乎所以，把

米酒当成啤酒来喝了。又是一

次热情、欢腾，举杯共饮的场

面，我司的酒文化显现得淋漓

尽致。酒毕，大部分人回房间

休息去了，我们几个男同事陪

同着林总打了会儿乒乓球。

三天的旅程结束，3月 9

日的早上我们踏上了回深圳的

路。

这几天玩得很开心，这是

公司送给大家最好的节日礼

物，当然我们在欢快之余不能

忘了辛苦组织活动，一路上照

顾大家的领导们。公司对员工

好，员工当然也要努力工作报

答公司。公司把员工当孩子，

员工更要把公司当成一个家。

孩子在大家庭里茁壮成长，家

不断地发展与扩大，日子越来

越红火，生活越来越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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