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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 为导向为导向 推进推进 落地落地业绩业绩 改革改革

中铁二局所属各单位开展2020年质量月活动

坚守工程质量标准 捍卫企业优良本质

当前，中铁二局及所属各单位正在深

入开展质量月活动。笔者认为，如何在活

动中加强质量安全管理，关系到效益、信

誉等关键问题，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

决策层要善于抓“全”，建立与理念、

思路相配套的优良机制，把握质量安全管

理大格局。要倡导视质量如生命的理念，

产品质量是企业成败的基石，就像一幢大

楼一样，倘若根基不牢，必然经不起风雨，

甚至会瞬间轰然倒塌。质量是系统工程，

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顺畅的体制保

障，管理层要构建保证质量管理不能“跑

偏”、不出“漏洞”、不留“隐患”的运行机

制，消除“临时抱佛脚”“顺其自然”的失责

状态。

实施层要敢于抓“严”，完善资源、检

查、监督相融合的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安

全管理责任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

是在质量管理中需要时刻牢记的。在施

工现场，常常因“差不多”“能凑合”而埋下

质量隐患，表现在应当配置的资源被“精

减”，应当细致的管理被“粗放”，应当严格

的监督被“放宽”。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

在，与质量管理不严、责任不清、追责不力

有直接关系。要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严

字当头，层层负责，对违反质量管理法规

和制度，粗制滥造、偷工减料、随意变更设

计等行为实行“零容忍”，严厉追责问责，

坚决不搞“下不为例”。

作业层要能够抓“实”，形成标准、规

范、措施相约束的管控氛围，推动质量管

理上台阶。质量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是

作业现场，也是质量事故隐患的易发点，

要以提升作业标准为约束手段，严守规

范，强化措施，实行“全方位”管理，消灭监

控死角。对于作业层，要杜绝放任管理、

以包代管，把原材料、加工、作业环节的质

量管理做实，不允许在执行上“减力”、程

序上“简化”、投入上“俭省”，不断优化质

量管理办法，实现高质量施工效果。

质量管理没有捷径，也没有运气成分和偶然性，唯有健全和完

善企业、项目工程建设管理机制，全面提升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切实

提高工程建设质量，才能打造出品质优良、安全环保的精品工程，为

企业永葆基业长青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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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五公司若民高速公路项目部员工进行2020年全国

“质量月”活动宣誓的情景。 （陈 睿/摄）

上图是二公司鲁南铁路项目部员工在 2020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

上签名的情景。 （李京原/摄）

左中图是中铁二局广州珠江管网项目部员工进行“质量月”宣誓活动。

（文一斐/摄）

左图是五公司 312国道项目部员工在“质量月”

活动上签名的情景。 （朱红洲/摄）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董恋慈）近日，三公司利

用周末时间，认真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及企业改革

专题研讨会，剖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查摆了各项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统一全面推进改革的思想，部

署深化企业改革各项工作。

会议认为，三公司必须紧跟集团公司改革发展

步伐，“抓实一大载体、完善两大体系建设”，即抓实

已有工程项目经济责任承包制这个载体，完善以业

绩为导向的薪酬激励体系、以提升项目盈利能力为

目标的项目管控体系，进一步激发企业管理活力，

扭转当前不利局面，助推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推进企业改革上，他们强化考核机制建设，

建立各单位、各岗位与各项工作指标挂钩的业绩考

核体系；重视员工收入规划，发挥全员积极性，以施

工工序为切入点，进行合理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将

经济杠杆作为调控和盘活项目经济活动的主要手

段，鼓励大家在合法、合规、合理的前提下，做出有

利于公司盈利和发展的大胆决策，全员参与完成公

司持续发展目标；企业本部坚持预算管理，强化本

部薪酬激励机制建设；分解基层项目责任成

本，合理规划人员调配，实现工作责任与薪

酬平衡；明确营销团队的业绩导向，紧扣企

业规模发展和项目质量提升，合理规划营销

团队绩效薪酬；进一步推行模拟股权，抓实

项目承包团队建设，做实经济责任承包，提升项目

效益。

针对项目整治工作，三公司明确以企业改革为

契机，进一步强化改革精细度，加大资金管控力度，

积极回笼资金，着力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加大对

重点项目、难点项目帮扶力度，狠抓生产过程管控，

确保基层项目工作全面有序推进。

七月流火，却丝毫掩抑不住雄安新区的绿意青

葱和建设浪潮。在中铁二局雄安K1快速路项目施工

现场，田小波像往日一样仔细经营着自己的那“一亩

三分地”—— K1项目部物资管理。

昆明绕城、深圳下坪场抢险等项目物资管理的

艰苦磨练和经验积累，让田小波这个精明干练的湖

南小伙子对雄安K1快速路项目钢材的型号、数量，混

凝土及其他辅助材料的数量及近 3天、1星期的消耗

和日供、旬供、月供计划等了如指掌、心如明镜，被大

家称为“铁算盘”。

田小波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而项

目的“铁算盘”，就是要管“家”、理“材”，当好优秀“后

勤”。他知道“商场如战场”，雄安K1项目如此大的体

量、如此紧的工期，物资材料极端重要。因此，从接

受任务的那一刻起，田小波就感觉到了担子的分量，

认真清理着自己工作的思路。

由于K1项目采用明挖式地下隧道结构施工，需

要钢材 10万多吨、混凝土 55万立方米，其材料成本

约占合同总量的 60%以上。因此，

完全可以这样说，“物资管理决定项

目盈亏！”如果把这 2项主材控制好

了，就等于总成本可控了；如果再把

支架扣件等周转材料控制好，也就

关牢了成本控制的“水龙头”。

华北平原风沙大，地方政府对

环保要求极其严格，新区建设还未

启动，就关闭了雄县、安新等周边多家混凝土生产单

位，仅保留 7家进入“正面名录清单”，但其生产能力

远远满足不了建设所需，而且价格随需而涨。田小

波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突破藩篱，另辟蹊径。

一方面，田小波在“清单”内寻觅厂家；另一方

面，他又像个现实版的“福尔摩斯”，认真探寻更优供

货对象。虽然在 23公里外的霸州找到了 2家，但其

均不在“正面名录清单”内。于是，田小波报请项目

部向新区管委会汇报并沟通，终于获得批准，并以每

立方米混凝土减少15元的价格签订了供货协议。

在施工高峰时期，由于几十家建设单位的混凝

土量需求极大，许多厂家的混凝土每立方米提价 50
元。由于中铁二局雄安K1快速路项目部有底气十足

的“备胎”，田小波又善于沟通、谈判，厂家仍以比周

边市场每立方米优惠 15元的价格供货且优先满足

K1项目需求，确保了正常施工需要。

当年深圳特区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

生命”的口号，今天同样适合雄安新区。现场如战

场，哪块阵地失守了，都会影响整个战局。混凝土供

应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一个让田小波头疼的新问

题。施工高峰期，每天混凝土使用量近7000立方米，

仅运输混凝土的车辆就需要300多台（次）。开始时，

由项目部人员负责指挥车辆和质量检测，后因人手

实在紧张、罐车太多，经常大量堵塞。于是，熟悉自

家车辆、混凝土质量标准的田小波就与厂家协商，把

质量检测、现场调度工作有严格条件地移交混凝土

厂家协助负责。这样，既疏通了道路、提升了运能、

保证了质量，又强化了现场管理的力量，颇有“一箭

三雕”功效，为4至7月份连续4个月完成建筑业产值

超亿元提供了保障。

K1项目的整个工程需要 10万多吨钢材。施工

高峰期间，每天的用量高达 1700多吨。田小波提前

策划，把前期只能依靠有自有资金的供应商与内部

物资公司相结合的供应模式——钢厂产量根据供货

期进行排产，内部物资公司均只与一个钢厂以承兑

方式支付的情况进行调整，便在尚未大干的1月份进

行公开招标，结果比市场价降低每吨15元成交。

今年 5月，田小波预计从 7月开始，每天的钢材

用量将逐渐下降。于是，他提前向公司汇报，再次启

动剩余钢材招标工作，积极寻求中国中铁系统单位

与钢厂的合作关系降低采购成本。最终，中铁一局

物贸公司与敬业钢厂达成直采供应模式，比预期成

本每吨再次降低12元，又减低了成本支出。

除钢材、混凝土外，花钱最多的就是盘扣支架。

因其用量高达 3300多吨，又正好距雄安施工现场不

远的任丘市就是盘扣支架的发源地。于是，田小波

不顾寒风刺骨、冰雪漫地，多次驱车70公里前往任丘

进行市场调查，并从众多厂家中挑选了 5家质量优、

实力强、信誉好的单位进行艰苦谈判。最后，以每

吨·天 9.5元的价格签定合同。仅此一项，田小波就

为项目减少成本支出100多万元。

古人云，“君子见机而作，愚者暗于成事。”田小

波一心扑在物资管理上，盘算着节省每一分钱。在

冷冰冰的材料里，喷溢着他对企业的满腔热忱。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冉然 曾臻 余勇积）房地

产公司严格按照集团公司关于加强员工激励机制

建设工作的总体部署，充分解放思想，积极创新管

理方式，全方位推动改革工作落地，以业绩为导向，

分业态、分层级地重新构建员工薪酬绩效管理制度

体系。

——深入落实区分业态层级的薪酬业绩考核

体系。以集团公司员工薪酬管理指导意见为总纲

领，以强化工资总额管控为底线原则，按照下管一

级的思路，在抓好本部和下属单位领导班子薪酬管

理的同时，充分授权并指导监督下级单位结合业态

实际，自主建立薪酬分配体系和业绩考核体系。进

一步激发所属各单位自主管理的能动性，全面解放

管理责任主体的思想枷锁，为切实提升公司薪酬激

励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提供政策空间，并为公司薪酬

绩效管理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培育壮大

公司人才智力库。

——不断创新激活内生动力的业绩考核方

式。坚持业绩导向前提，不断创新业绩考核方式，

真正实现要什么、预算什么、考核什么、实现什么的

管理目标。紧密围绕集团公司对地产公司业绩考

核和专项考核体系，制定各层级管理单位业绩考核

体系，促进管理压力层层传递。丰富和优化业绩考

核的手段方式，创新实施本部部门经济指标考核，

比照集团公司推行中层管理干部 360度绩效考核，

学习采用优秀企业员工“九宫格”强制分布考核，彻

底打破薪酬分配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大锅

饭”现象，发挥考核评价机制奖勤罚懒的功能，合理

拉开差距进行薪酬分配，优绩优酬、能升能降，营造

比业绩、比贡献、比效率的正向激励氛围，充分体现

员工价值和贡献，激发内生动力，调动主观能动性，

实现各项管理目标。

——探索建立以跟投为依托的项目管理效益

全员共享体系。以超额激励为出发点，深入研究项

目跟投激励机制，结合公司项目管理水平、人才队

伍、盈利能力等综合情况，合理设计跟投人员范围、

跟投比例、本金返还、利润分配等实施方案。通过

跟投人利益与项目效益挂钩，实现项目管理风险共

担、利润共享，激发组织活力，促进项目管理团队强

化经营周期内的现金流管理和利润管理，提升运营

效率和周转效率，达到企业项目开发目标实现和员

工收入提升双赢局面。

KKK111的的的“““铁算盘铁算盘铁算盘”””
·本报通讯员 任承旺·

谋改革破难题 抓落实促发展
三公司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及企业改革专题研讨会

区分业态层级 激发内生动力
房地产公司重构薪酬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梁明清）进入9月份以来，四公司开展

了以“建设质量强国，决胜全面小康”为主题的质量月活动，旨

在创建精品工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目标。

各基层单位集中学习了质量管理制度、质量验收标准等

企业体系文件；在员工中广泛开展读一本质量专业书籍、开一

次QC小组活动分析会、提一条合理化建议、整治一项质量通

病、进行一次顾客满意度调查、举办一次质量专题培训班的

“六个一”活动。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还分别开展了质量管

理创新，降废减损提质、节能降耗增效，技术革新、技术攻关、

发明创造、岗位练兵、技术比赛等群众性质量技术创新活动。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王艺霖 段理 汪博洋）9月1日，装

饰装修公司岗厦北、重庆地铁5号线项目部分别在施工现场正

式启动2020年“质量月”活动，全体员工庄严宣誓并郑重签名，

表示要严守规范规程、坚守质量标准，捍卫企业优良本质。

他们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制订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组织

了以“查质量体系、查标准执行情况、查试验检测、查现场管

理”为主要内容的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组织全体施工人员学习

《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工程项目工序质量控制标准》等文件。

当前，岗厦北、重庆地铁 5号线项目部装饰装修作业均进

入关键时期，多个站点迎来大面积施工，参建施工人员表示，

要始终抓好质量、生产、环保工作，为业主交上满意答卷。

本报贵阳讯（通讯员黄仁兵 杨洪）9月2日，一公司钢结

构工程分公司传来了整齐而宏亮的声音：“今天，我郑重宣誓，

我是一名中铁二局员工……”原来，员工们正在庄严进行“质

量月”宣誓。

是日9时，全体员工着装整齐，精神饱满，大家举起右手宣

誓，做出郑重承诺，并在横幅上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

达了确保产品质量的信心和决心。

长期以来，钢结构分公司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业绩效

益为中心，坚持不断深化改革主线，下大力气狠抓全面质量提

高，不断夯实质量技术基础，实施产品质量全程监控。通过多

年的“质量月”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员工的质量意识，强化了质

量、安全意识，全面杜绝了违法、违规、违章作业，推进了企业

质量工作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本报山东巨野讯（通讯员李京原 阳素先）9月 2日 8时，

中铁二局鲁南高速铁路QHTJ—3标项目二分部员工在项目部

经理带领下进行了2020年“质量月”宣誓暨签字活动，旨在实

施以质取胜战略，不断提高全员质量意识。

全体员工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是一名中铁二局员工，

创造合格产品是我神圣的职责，我郑重承诺：忠于企业、恪尽

职守、精益求精、铸造精品！我坚决做到：遵守规章制度，严守

规范规程，坚守质量标准，不出次品、不留隐患！我将以实际

行动践行诚信经营理念，确保工程质量，捍卫企业荣誉，实现

企业本质优良！”随后，大家郑重、有序地在誓词牌上签名。

本报广州讯（通讯员陆璋媛）9月3日，城通公司广州地铁

13号线 II标工区项目部员工在松溪站工地参加了“安全质量

月”宣誓活动。

全体施工人员铿锵有力的齐声宣誓，表达了大家坚定做

好安全生产的决心和信心，纷纷表示要坚持不懈努力做好质

量、安全工作，把握质量管控重点，为提高项目施工质量水平

不懈努力。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王益 陈睿 赖标 郑丽 朱红洲）9
月 1日，五公司本部和 41个基层项目的 1200多名员工分别在

属地庄严的誓词声中参加了2020年全国“质量月”活动。

新疆若民高速公路、312国道苏州东段改扩建工程园区

段YQ312—SG1标段项目部还紧密围绕“质量月”主

题，通过宣讲意义、教育培训、QC小组活动、事故隐

患查改、技能比武、质量标兵评选、知识竞赛等形式

引导施工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理念，

努力提高企业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质量管理水平，

落实质量强企目标。

本报成都讯（通讯员钟良均）9月1日起，六公司

及所属各基层项目部全面启动了2020年“质量月”活

动。

六公司要求认真做好质量培训和素质提升、质

量管控方面对施工人员进行质量专业知识、关键工

艺技能专题培训，不断提升岗位员工技能素质，夯实

班组质量能力建设基础；举办工程质量观摩会和典

型质量问题现场会，加强工程质量管控，不断完善质

量管理长效机制；认真组织全体员工参加中央企业全面质量

管理知识竞赛、质量管理征文等。

浦梅铁路等基层项目还紧密围绕“建设质量强国，决胜全

面小康”活动主题，广泛进行主题宣讲、教育培训、QC活动、隐

患查改，全力把质量月活动内容落实到管理和施工各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