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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优工期获得业主的赞扬

■陈恒杨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能的追梦故事

自 2020 年 5 月份担任某
著名新能源汽车企业上海工厂

项目经理以来， 五冶集团上海
有限公司职工黄能精准把控项

目方向， 工期最紧、 任务最重
时，他带领项目职工直面挑战，
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个建设施工

的节点目标， 加快业主方超级
工厂的建设落地， 为一辆辆新
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奠定基

底。作为 2022 年上海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黄能为公司职
工树立了新的榜样。

临阵挂帅创造最优工期
该著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

工厂建设项目是国内首个落地

的外商独资的新能源汽车整车

制造项目， 也是该汽车企业在
本土之外的第一个海外生产基

地，受到全世界瞩目。项目自开
工以来， 业主方就要求各工程
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
年投产”，这样紧急的合同工期
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厂房建设领

域都称得上短。
面对工期紧、 进度急的开

局形势， 没有人敢保证能顺利
完成任务， 公司一时间难以找
到合适人选担当项目团队的领

头羊。 “我是一名老党员，这种

时候正需要我这样的人挺身而

出。 ”党龄 10 多年的黄能，在了
解情况后， 毅然决然地担任了
项目部经理一职。

正式开工后， 项目部按照
各项任务倒排工期， 细化时间
节点， 全力满足业主的进度要
求。为实时掌控现场进度状况，
黄能在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的

前提下， 组织管理人员通过精
细管理和技术创新， 在施工组
织和技术保障上做文章， 应用
BIM 和 P6 软件，实施可视化施
工和数据量化监控管理， 提高
项目管理效率。 面对复杂多变
的施工情况， 黄能坚持每晚组
织召开“天天读”会议，对当天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复盘 ，
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

施工计划。
回忆在项目部的日子 ，黄

能说令他印象最深的是项目初

期，由于配套设施尚不完善，施
工现场时常断电， 夜晚的工地
一片漆黑。遇到这种情况，黄能
首先带头打开手机照明， 和其
他管理人员的点点灯光汇聚到

一起，照亮了施工图纸和方案。
后来配套设施逐步改善， 工作
条件变好了， 但正是在黄能不
畏艰难的精神鼓舞下， 他与项
目团队仅用时 223 天就完成了
该企业上海超级工厂联合厂房

5.1 及附属工程的建设，实现了
设备工艺进场并顺利投产 ，以

最优工期获得了业主的高度认

可和赞扬。

劳动竞赛调动积极性
该建设项目团队自组建以

来， 作为党支部书记的黄能为
提升团队凝聚力做了许多工

作。 他设置了 5 个党员先锋岗
和 7 个党员施工责任区， 针对
工期紧张的状况，提出“白天不
够 ，晚上来凑”，带领党员轮流
值夜班， 在施工现场旁站监督
质量和进度。同时，他积极组织

各类劳动评比竞赛， 设置流动
红旗及实物奖励，营造“比、学、
赶、帮、超”的工作氛围。

黄能告诉记者， 临港新区
濒临大海， 工厂项目也因此极
容易受到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的影响。 2021 年入夏以来，“烟
花”“灿都” 等超强台风来势汹
汹，陆续登陆上海地区。在台风
袭来之前， 他带领职工们迅速
做好了预备转移人员名单的登

记工作， 在接到临港防汛办的
撤离转移通知后， 立即组织管

理人员和一线工人共六百余人

有序快速转移至安置点， 并应
急采购了方便面、面包、矿泉水
等生活物资， 保障了所有转移
人员的生活需求。 “我们组织了
防汛突击队，进行 24 小时轮班
值守，对门窗封堵、应急排水 、
设施加固等安全风险部位进行

隐患排查，做好后勤物资保障、
工地定时巡查、 人员管理等工
作。 ”他认为，项目的安全落地，
每一位项目职工都贡献了力

量，所以荣誉属于集体。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海雯 ）近日 ，上海电力
建设责任有限公司四届

四次职代会在总部大楼

召开，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和 143 名职工代表、列席
代表参加了会议，集体听
取并审议了题为《以实干
展现新气象 用奋斗创造

新业绩 努力推动公司高

质量转型发展实现新突

破》的工作报告。
2022 年，奋战在各业

务板块的电建职工克服疫

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超额
完成主要经营指标。 公司
全面提速市场开发， 中标
黄河流域定西科创城生态

修复项目， 基础设施业务
实现涉“水”领域突破；同
步抓好项目履约， 建成投

产世界首台“五塔合一”百
万千瓦机组山西神头项

目、 世界首座非补燃压缩
空气储能电站江苏井井盐

项目等工程；不断强化党
的建设，获得上海市五一
劳动奖章、奖状、上海市工
人先锋号等多个荣誉。

会上，代表围绕工作
报告、2022 年度厂务公开
工作情况报告、2022 年度
《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报告
等进行了审议和讨论。

2023 年是上海电建
公司建企 70 年再出发的
起始年。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蒋林弟激励全员，面
对新形势、新征程，凝聚共
识向前看、 聚力同心加油
干， 就一定能够为公司的
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本报讯 台阶实验检测心

血管系统技能水平，闭眼单脚
站立反映人体平衡能力……
日前 ，2023 上海市职工智能
体质监测团体达标赛徐汇分

站赛顺利开赛，200 多名徐汇
职工报名参赛。市总工会副主
席桂晓燕，徐汇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朱伟红
等出席启动仪式。

赛事以健身驿站为依托，
通过智能化监测、 掌上服务、
AI 趣味运动等创新手段， 着
力推动各单位更加重视职工

的健康发展权益， 引导和带
动更多的基层工会 、 一线职
工投身全民健身热潮 。 徐汇
区总工会作为上海市整个赛

事的首发试点， 将为全市赛
事的全面推进提供一个有效

的示范。 在启动仪式上 ， 市

总工会向徐汇区总工会颁发

了本项赛事的特别贡献奖。
活动现场 ， 职工小徐兴

奋地尝试了俯卧撑测试仪 。
据了解， 在这套智能体测机
下， 15 分钟即可全面掌握自
身身体八大指标 ， 活动周期
内还可通过市总工会的 “动
驿动” 平台掌握科学专业的
“运动处方”， 并根据处方建
议及相对应的健身指导视频

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我健康锻

炼 。 据徐汇区总工会介绍 ，
整个赛事进程包括三次体质

测验 ， 10 日与 11 日为初测
日， 赛事共将持续九周时间，
区总工会将会同区体育局组

织参赛职工参加各类与 “运
动处方 ” 相匹配的快乐健身
体验项目， 通过参加健步走、
工间操、 搏击体验 、 气排球

保龄球体验等一系列项目达

到提升体质的目的。 三周后、
九周后会分别安排智能体质

复测 ， 检验参赛职工在此期
间的锻炼效果 ， 最终达到科
学健康的闭环管理目标。

活动现场， AR 趣味运动
项目也吸引了众多参赛者参

加 ， 这是在 “智能物联网 、
人工智能、 全息互动、 AR 增
强现实 、 大数据引擎 ” 五大
技术支撑下 ， 徐汇区总工会
力推的全新健身体验。

据悉 ， 此次除了体质监
测外 ， 徐汇区总工会还特意
安排了心理服务站 、 营养健
康体验区等 ， 引导职工树立
“大健康” 的理念， 叠加身体、
心理、 生活三大健康 ， 为职
工全面 “兔” 飞猛进导航。

��■ 梁嘉蕾

为职工开出一张“健康处方”
上海市职工智能体质监测团体达标赛徐汇分站赛开赛

上海电建召开四届四次职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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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职工

黄能（（左二））在施工现场。。 ■■受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