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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地建设渊集团冤有限公司迎十八大特刊
开篇的话

喜再
迎创
十新
八辉
大煌

当前袁本区各阶层尧各行业的人们满怀
喜悦之情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袁 努力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遥
近年来袁在区委尧区政府领导下袁在全
区人民共同努力下袁本区的深化改革重任尧
经济社会发展尧文明城区创建尧民生保障实
施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遥 党的
十八大召开之际袁本报自本期起袁推出野喜
迎十八大袁再创新辉煌冶特刊袁以激励全区
人民立足新起点尧开创新局面袁投入火热的
区域建设发展中遥
开篇之作袁首先推出上海绿地建设渊集
团冤有限公司专页遥 绿地建设者探索创新尧
扎实工作尧奋发前行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精神风貌尧思想理念值得学习遥

银绿地建设公司承
建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外
景遥
荨 2012 年
元旦袁 公司董事
长尧 总经理谈德
勤渊前左冤来到中
共四大纪念馆工
地检查施工情
况遥

新世纪以来
获得的主要荣誉和奖项
(其中大部分奖项为多次或多人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全国用户满意企业
全国工人先锋号
全国野安康杯冶竞赛优胜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社会信用 AAA
中国守合同重信用 1000 家企业
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
全国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金杯公司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上海市质量管理奖
上海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奖
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先进集体
绿地控股集团优秀公司
宝钢集团用户满意单位
上海市市政工程先进单位
上海市信得过建筑装饰企业
上海市绿色施工达标单位
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综合实力 30 强前 10 名
上海市拥军优属先进单位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尧环境管理体系尧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国际认证和复审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上海市白玉兰奖
四川省天府杯金奖
四川省天府杯
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
国家冶金优质工程奖
中国市政工程金杯示范奖
全国建筑工程装饰金奖
上海市市政工程金奖
上海市金钢奖特等奖
上海市金钢奖
上海市优质安装工程
上海市绿色安装工程奖

荩施工人员正在 精
心组装纪念馆内的大型
雕塑遥

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59 年，五十年
来，从一个国有老企业脱胎换骨组建为一个新型企业，经过一
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建成了一个大型综合性建筑施工企业，
在
一张张白纸上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2011 年，绿地建设公
司经营规模突破 100 亿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
阶。而公司在搞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始终不忘肩负
的社会责任，中共四大纪念馆项目正是由该公司承
建的一项红色经典工程。
谈起这项红色经典工程，上海绿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谈德勤说，承建中共四大
纪念馆，
是绿地建设公司服务社会的一个体现。同
时，作为建国前在国内召开的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中唯一没有建立正式纪念馆的中共四大，其纪念
馆建设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谈德勤坦言，
公司所有员工都怀着一份崇敬
的心情，
投入到中共四大纪念馆建设中去。
而中共四大纪念馆施工难度之大、
工期之紧也
给绿地建设公司带来了挑战。该工程位于虹口区四
川北路衡水路的四川北路公园内，建筑面积 6026.4
平方米，
包括辅助用房结构改造、
室内装饰、外立面
装饰、管线改造、
连廊、
景观建筑等。由于是辅助用
房进行改造，因此，旧房的结构及水电旧图纸不齐
全，地下障碍物情况复杂，地下设备管线情况难以
预计，这些未知的信息，
给基础施工带来很大难度。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建设初期，
防漏和防水成了大家
最关注的两个焦点。
绿地建设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至今仍记得第
一次下雨天去看实地时的场景，废弃 7 年的旧房室
内四面渗水：天花板和墙面因结构疏松而在室内形
成小水流、
地面由于地下潮湿而往外泛水……四面
渗水的景象给施工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中共四
大纪念馆极具历史纪念意义，
对于将保存极其珍贵
历史资料的纪念馆而言，史料展览的温湿度要求相
当苛刻。于是，
施工中防水质量的控制成了第一个
难点。面对结构未知又四处漏水等问题，谈德勤亲
自与总工程师沟通，先是将顶面和墙体局部漏水厉
害区域挖土重新做防水层，
然后对旧房墙体进行改
造、加固并做成了双墙防水，最后在地面做了三道
防水，如此三管齐下终于解决了旧房漏水难题。由
旧房改造而成的中共四大纪念馆，经历了施工、装
修、到目前的试运营，再也没有出现漏水问题。
由于中共四大纪念馆处于地势较低区域，因此防水防汛
也是关注的重点。市容局、市政、建交委、
施工方几番开会后确
认了排水方案，在 6 月初完成了中共四大纪念馆广场排水管
道安放。据了解，中共四大纪念馆与一旁路面落差近 3.8 米，
若没有强有力的排水系统，中共四大纪念馆在暴雨天将面临

严峻考验。谈德勤清楚知道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施工时，
他
便在排水压力管、排水泵的选择上颇费苦心，排放压力管时更
是亲临现场“督战”
，最后广场压力管排放和试压一次成功。现
在，将广场蓄满水后，排水系统能在 3 分钟内将水全部排完。
而前不久，虽然今年第 11 号台风“海葵”的来袭使
上海很多路段和低洼地区多有积水，但中共四大纪
念馆丝毫未受影响，
其排水实力又一次经受住了实
战检验。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建设中，绿地建设公司成功
创新使用了业内较为领先的科技，并不断克服了建
设难点。在原先设计图纸中，设计层高理想值为 2.6
米，
最低要求 2.4 米。但旧居的层高到梁只有 3 米，
而纪念馆中各种设备管道占据的空间相当大，
因此
最初现场测量后，按图纸设计参数，以平时方法施
工，层高只有 2.3 米，让大家都犯了愁。后来，绿地
建设公司采用了业内先进的 Revit 三维建模系统，
将各类管道线缆走向在电脑中进行模拟安装，
并在
施工现场将模拟的管道走向垂直投影，当场画线、
排管，同时根据空间局限性制作了一批扁平状异型
管道，使工作一次成型，达到了“螺丝壳里做道场”
的要求。将建模软件功能运用到管道走向施工中，
并最终使层高达到 2.55 米的设计要求，是绿地建
设公司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施工中创新的一个缩影，
同时一次成型的效率也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以最短时间完成最好质量，
并不是绿地建设公
司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建设中所体现的全部。除了施
工中确保项目做好做精，对于施工的细节，绿地建
设公司也考究入微。
“以小见大”是谈德勤多次提到
的一个话题，而建设者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施工中，
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由于项目施工位于四川北路
公园内，保持周边路面的整洁、对施工范围内树木
的保护都是绿地建设公司在工作中关注的重点。也
正是因为这样的工作细节，使周边居民体会到了文
明施工的新风，从开工到完工，没有一起关于中共
四大纪念馆的投诉，真正实现了“和谐”
二字。
现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已全部完工并对公众开
放。
开放后，谈德勤还会不时晚上去那散步。看到老
人们在广场上放个棋盘切磋棋技，孩子们在广场树
木间玩乐，看到大家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里认真观看
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珍贵史料，
那种安静悠闲的氛围
让他不禁有一种自豪感和欣慰感。同时，这也是绿
地建设公司所有员工，满怀着对党和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
所
建成的红色经典力作，也为更好书写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篇章
所作出的有着深远意义的贡献。
钱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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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公司员
工参观中共四
大纪念馆遥

企业精神
荨公司领导在施工
现场研究技术方案遥

强企富民 和谐发展

襍公司领导慰问援
疆项目建设人员遥

广 钻活
受外昨
市滩昨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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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企业文化

以德载物 追求卓越
银公司党委组织员工开展野红色之旅冶寻访活动遥

公司近年来履行社会责任重要工程图解
1尧公司四个援疆工程之一要要
要巴楚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项目在上海所有五
个交钥匙援疆工程中最晚开工尧最早竣工袁并已交付使用遥
2尧公司援建的十六个灾后重建项目之一要要
要都江堰市绿地土桥小学是首
个竣工的上海对口支援灾后重建项目遥
3尧汶川特大地震后第一时间为四川尧甘肃建造了 11117 套尧共计 222340
平方米的过渡安置房遥
4尧公司承建了上海世博会意大利馆等一大批世博场馆和市政配套工程遥
5尧公司在江桥尧三林尧南翔尧江湾等地建造了一大批保障性住房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市劳动模范
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
渊四川省劳模冤
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先进个人
渊上海市劳模冤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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