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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
汽车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坚持创新
驱动、科技引领，
以新能源为特色
的专用车、危化品
运输车以及清洁
能源产品销量分
别比去年同期增
长 20%和 89%，一
季度外贸出口比
去年同期提升了
45.98%。

□谭永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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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何军

2016年 3月，陕建新型建材基地开
工，陕西建工控股集团部署旗下企业投
入绿色建筑的实践正式开启。

6年来，陕建产投集团装配式建筑从
无到有，从西安示范到走出潼关，从陕西
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到首批国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一步步成为我国建筑
行业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探路者。

绿色使命下的陕建速度

模式粗放、环境污染、生产效率低、
材料浪费严重……长期以来，建筑的高
能耗饱受诟病，几乎成为我国节能降耗
的“软肋”。

实现“双碳”目标，建筑节能是一道
必须跨越的关口。

2016年、2017年，集预制装配研发、
设计、生产、施工于一体的陕建新型建
材基地，陕建（西咸新区）建筑产业基地
相继建成，并正式被认定为国内首批

“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陕建产投集团用绿色发展理念，开

启了以工业化智能制造模式全面革新
传统建筑生产方式的征程。

2个月内，预制率近70%的装配式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宿舍楼、装配率近 65%
的省内首个装配式框架结构办公楼相
继告竣。

3个月内，省内首栋装配整体式框
架结构公共建筑——西安交大创新港
项目，集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
化施工、信息化管理为一体的智能建筑
巍然耸立。

短短一年，多座整体装配式建筑精
彩亮相，和传统的现浇作业相比，省时、
省工、省料、环境污染少、建筑垃圾排放
少、质量安全性能高等优势清晰地凸显
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全生命周期式建筑节能

4月 22日，陕建新型建材公司的堆

场里，内外墙板、叠合板、楼梯构件等
各式各样的装配式预制构件整齐有序
地摆放成几何矩阵。一旁的生产加工
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绑扎钢筋、浇筑水
泥、晾晒预制板，忙着赶制订单。

“这几条高效节能的生产线，全部
实现了建筑产业集约化、标准化和工业
化。”陕建新型建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
长柴毅说。

陕建产品的多样性，为我省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创造了更多优势。

记者走访发现，装配式剪力墙体系
部品、预制框架体系部品以及一些市
政公用构件和临设使用构件，包括地
下综合管廊、预制看台板、地铁盾构管
片、预制路面板等产品，已经运用到省
内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

2018年，由陕建新型建材公司承建
安装的陕西首个装配式双仓综合管廊
项目建成。

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市政地下综
合管廊工程中，技术人员不仅解决了管
廊构件的安装预应力张拉以及接头防
水、管廊接地等问题，还彻底化解了长
期困扰城市建设的“马路拉链”难题。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415节、887米的管
廊生产安装任务，其项目技术团队仅用
了 12天便顺利完成，比传统建设效率
整整提高了 4倍！

在施工过程中，该项目采用的ERP
网络管理技术，真正实现了地下综合管
廊全生命周期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全过程管理，为打造集约高效、综合承
载能力强的西部智慧城市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探索。

装配式建筑的节能贡献

“双碳”目标提出后，“装配式”被认
为是实现建筑节能的有力抓手，其热度
一直居高不下。

正在实施空港阳光里棚户区改造
（六期）的陕建三建集团项目经理高涛
认为，发展装配式建筑有利于节约建筑

资源，减少施工时间与材料浪费，降低
施工过程中的耗能和排放。

“实践证明，装配式建筑更加绿
色环保，更符合‘双碳’发展理念。”
高涛说。

以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创新港科创
基地 15号楼学生食堂的一根预制柱为
例。现场安装只需 4 个人、30 分钟就
可完成安装。如果采用传统的现场浇
筑，则需要钢筋工等 10余人，3-4天才
能完成。

此外，以抹灰为例，装配式建筑可
以节约工程量 50%，节水 40%以上，节电
10%以上，耗材节约 40%，垃圾减少
80%，施工周期缩短 50%以上。可以说，
整个生产施工过程中基本消除了粉尘
和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实现绿色、
低碳、节能、环保施工。

这种节能贡献，在秦兴佳苑安置小
区项目的表现更为明显。

该项目广泛采用装配式建筑，节
能效果达到了 70%，节水约 50%，扬尘、
噪声明显减少，现场建筑垃圾排放基
本为零。

陕建产投集团总经理吴常明表示，

陕建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可降低碳
排放超过 40%，是实现建筑行业“碳达
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技术路径。

2020年，由陕建担纲施工的西安国
际足球中心看台板、踏步和栏板等各类
预制构件共计 8055 件，不仅降低了碳
排放，还缩短了工期。2022年，西北地
区装配率最高的高层公寓中国西部科
技创新港高端人才生活基地项目装配
率高达 60%，陕建以低碳创新肩负起国
企的使命担当，引领建筑行业不断提升
装配式建筑标准化、系统化、集成化的
设计、施工水平，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动绿色发展，就必须转变大建
设、大消耗、大排放的传统模式，倡导
和推广以装配式建筑为特色的智能
建造。我们将积极推动建筑业绿色
转型升级，以实际行动落实《陕西省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2020 年
—2022 年）》的计划要求，力争‘2022
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60%’，为建筑业的低碳排放贡献陕建
力量。”陕建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义光如是说。

本报讯（王红敏）近日，宝鸡凤凰山海螺水泥有限公司被中国安
全生产协会评为 2021年度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开展安全文化示范创建活动，成立了创建
领导小组，编制了创建计划和实施方案。通过信息化技术平台——
海螺预警预测系统，积极开展全员隐患排查治理及现场“三违”查处
工作，实现安全生产。应用“海螺大学”APP组织开展日常、月度、季
度安全培训及考试，组织职工学习安全生产知识、观看安全警示教
育片、开展应急演练等工作。据悉，该公司 3 年内未发生产安全事
故，两次获评海螺集团综合管理先进单位，先后被评为宝鸡市安全
管理先进单位、陕西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被评为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宝鸡凤凰山海螺水泥公司

陕建：实现“双碳”目标的探路者
□本报记者 王何军

“以前工资就那么点，这也不敢买，那
也不敢买，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在，公司
上调了基本工资，还有绩效、奖金可以拿，
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干劲也更足了。”西
安昆仑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昆仑公司）职工兴奋地说。近期，昆仑
公司出台的系列“硬核”激励措施点燃了
广大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制定“硬核”激励措施

近几年，随着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
进，昆仑公司的效益越来越好。如何形
成良性循环，以高水平稳步发展，成为公
司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

“建立薪酬激励制度，让大家更主动
地投入到生产和科研中来。”这是昆仑公
司决策者达成的共识。

4月 18日，昆仑公司总经理在会上正
式宣布，将通过核增绩效工资、精准激励
等措施，激发职工的干事激情。即岗位工
资部分，在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的前提
下，调升五档。绩效工资部分，职能部门、
技术部门按人均核增额度，生产单位通过
商品工时核增，鼓励多劳多得。

与此同时，昆仑公司设立了工作目标
奖励机制。记者了解到，该公司以 6月 30
日、11月 15日等工作节点为契机，考核机
加配套、外配套，产品装配、试验、交付任
务完成情况，核增科研项目奖励，同时设
定项目争取奖励，激发技术人员积极性。
对年度超额完成的商品工时，工效费用上
调 20%核定绩效，鼓励持续优化生产组织
方式，提升产能。

让人惊喜的是，从事押运工作的安保
人员和热处理工、锻造工、焊工、电镀工等
一线人员也被纳入该激励体系，公司将为
他们分别增设风险补贴和高温津贴。

“今年压力很大，相信薪酬激励不仅
能提振士气，更能为公司完成年度经营目标添力。”提起新的“硬
核”薪酬激励措施，人力资源部党支部副书记徐兵说，“预计职工年
人均收入增副达 11%。”

点燃职工干事热情

“公司的薪酬措施让人兴奋。”省技术能手、机加一工厂青年员工
茹超超笑着说。

“这些‘硬核’激励措施大大激发了我努力工作的热情和斗志！”
茹超超告诉记者，完成任务后就有可观收入。

今年以来，随着企业不断向好发展，机加配套、装配、试验等生
产和科研试制任务异常繁重。本该愁眉苦脸的职工们，却一个个
兴奋了起来。

生产部党支部书记刘军伟表示，公司制定的生产节点奖励、超额
任务完成奖励将有效激发生产人员提高生产效率，追赶超越，促进生
产任务完成。

“奖励措施振奋人心，项目跟投将科研人员利益与公司效益绑在
一起，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极大促进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为我们公司科技创新、竞标项目、科研项目取得成功提供了强大的保
障。”军品研究所所长黄少保说。

昆仑公司用“薪”发力，将完成年度生产科研经营目标、实现“效率、
效益、规模”倍增与职工的积极争取、主动而为巧妙结合起来。

“近年来，昆仑公司持续改革薪酬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与经营业
绩相挂钩的绩效考核薪酬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夯实了
基础。”徐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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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林带项目亮相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背后——

以技术创新绘就“幸福梦”
□本报记者 刘强

4月 27日至 29日，在中华全国总工
会举办的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上，西安幸福林带项目作为中国建筑全
产业链一体化建设代表项目参展。

幸福林带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地下
空间综合利用工程之一，统筹建设景观
绿化、地下空间、市政道路、地铁工程、
综合管廊五大业态，被称为“丝路上的
城市绿洲”。

幸福林带从规划之日开始，就凝聚
着西安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幸福
是什么？对幸福路地段的群众来说，幸
福就是期盼了 60余载的“城市绿洲”终
于在家门口建成落地。

西安城东的幸福路地区，曾是名副
其实的“军工城”。1953年，因国防生产
安全需要，中苏专家提出了幸福林带工
程计划：在万寿路与幸福路之间修建一
条 140米宽的林带，作为工业区与住宅
区之间的防护隔离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承载着
光荣与梦想的幸福林带，在西安城市化
发展过程中又一次迎来了新的生机。

智慧+绿色

幸福林带项目集中了旧城改造、地
铁上盖、老工业升级等城市更新的重要
工程。项目结合新发展理念，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打造现代城市建设
样板，在平均宽度 210 米的用地范围
内，涵盖了城市管廊、轨道交通、综合
商业、公建配套和公园绿化等功能，极
大地节约了土地资源。

绿色发展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
实践问题。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综
合工程，幸福林带坚持以“林”为主的
生态优先原则，林带占地面积为 1134
亩，栽植树木约 50000 棵，绿化覆盖率
达 85%，是改善区域环境的生态屏障
和天然氧吧。

如此大面积的绿地如何节约浇灌
用水量？设计师巧妙地建设了2个共计

约 6000 立方米的蓄水池，并引进德国
3P雨水处理技术，与地表植草沟、雨水
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相结合，采用沉淀、
过滤、吸附等综合技术完成雨水资源回
收，用于植被浇灌及地面冲洗等，大大
减少了水资源浪费。

为了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广
大市民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心的服
务，幸福林带项目打通了市政道路与城
市轨道交通、地下停车场及周边公交站
之间的壁垒，极大地提高了西安市中心
城区与城东片区的快速路网通行能力
及通行效率。

幸福林带地下停车场长约5000米，
拥有停车位7000余个。由于场地大、动
线长、车辆多，为了方便车主找车，建设
团队结合新型传感技术、自动化技术以
及地理空间信息可视化技术，引入智慧
停车系统，为车主提供精准的智慧服
务。车主只需在微信服务查询系统输
入车牌号码，即可得知车辆停放位置和
最佳寻车路线。

综合+开放

项目还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
推动城市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
转变，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集约利用
的典范。

地下封闭、阴暗、潮湿，要消除压抑
感，采光是关键因素。项目共设计了 23
个下沉广场和34个“雨滴”天井，平均每
100米就有一个开放空间，将阳光和空气
引入地下，打造出“地上+地下”双氧吧。

如何解决地下空间室内通风问题也
至关重要。对此，幸福林带项目引入室
内PM2.5控制、新风系统等技术。同时，
将地面裂缝规划为下沉广场，借助室外
风加强自然通风。天气较好时，地下空
间优先自然通风，遇到恶劣天气时，用新
风系统将室外空气吸进抽风管道内，经
过杀菌、消毒、过滤后再输入室内。

2021年 7月 1日，幸福林带正式对
外开放。截至目前，客流量超1500万人
次，销售额突破2.6亿元。

据省国资委网站 5月 3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东庄水利枢纽
工程上游围堰顺利浇筑到顶，较计划工期提前一个月，为本年度平安
度汛、大坝基坑如期施工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上游围堰是东庄水利枢纽工程 2022年度关键建设项目之一。最
后一仓混凝土于 4月 30日 19时 30分正式开仓，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
不懈努力，在自卸运输车、平仓机、振动碾等设备的紧密配合下，于 5月
3日 15时准时收仓，共计入仓混凝土 2581立方米。

“备仓各项工作已完毕，请各班组做好浇筑准备，拌和站开始打
料。”4月 30日晚，上游围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对讲机协调着工
作。施工期间，面临工期紧张、工序繁多、交叉干扰大、节假日人员力
量薄弱、低温时段持久等诸多难题，建设者们不等不靠、惜时抢时，在
施工一线连续奋战抢进度、攻难关、促质量。参建单位通过优化调整
方案、制定精准措施、组织强化现场、狠抓后勤服务等有效推进实施进
度，最终仅用两个半月就完成了浇筑任务。

据悉，东庄水利枢纽工程为混凝土双曲拱坝，于 2018年 6月开工建
设，建成后将成为我省库容最大、坝高最高，单体项目投资额最大的水利
工程，拦蓄洪水、调水调沙效果明显，将大幅改善泾渭流域生态环境。

2022 年是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实现转序的关键之年。下一
步，建设者们将以精准管理和精细施工为抓手，以科学方案和技术服
务为支撑，在保证安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保持大干热潮不减退，全
力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早日圆满完成转序阶段各项任务，确保大坝按
期开仓浇筑。

东 庄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上游围堰顺利浇筑到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