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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履约 优质高效 彰显风采
—前滩信德文化中心项目全力攻坚铸就精品工程见闻
——

新年伊始，寒潮来袭，天寒
地冻。 但走进位于前滩信德文化
中心项目的施工现场，这里到处
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自
结构封顶大吉之后，经过建设者
的日夜兼程、奋力拼搏，如今写
字楼样板房，终于装饰一新初现
英姿。 来自各方的建设英豪，弘
扬工匠精神，抢进度、抓工期，再
接再厉， 确保优质工程不掉分，
始终保持全新的赶工状态。

打造精品是心中唯一期盼

地处浦东前滩的信德文化
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达
213959.5平方米， 是集商业酒
店、演艺剧场和办公写字楼为一
体的综合项目。 由于体量巨大，
结构复杂且施工难点多，业主和
总包单位以及参建各方，直面困
难与挑战，始终以工匠精神为引
领，坚守规范标准施工和环境友
好型理念，注重技术创新，从细
节入手， 全面管控质量通病，强
化安全管控， 通过完善施工方
案，缜密策划工期进度，完美履
约，确保工程优质。
在业主和项目班子带领下，
不管是总包还是分包，不管是监
理单位还是装饰工程单位，或者
是钢结构施工单位，大家统筹兼
顾，各司其职，在创建市文明工
地和上海市优质结构的基础上，
围绕优质工程“白玉兰”奖的创
建目标，全力以赴、砥砺奋进，创
优路上不停步。
陆家嘴集团派出的总监王

箭明博士，作为一名党员，他以身
作则，靠前指挥，始终把
“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理念，融合在艰
辛的施工管理第一线， 着力推进
高效建造。 每当遇到一些困难，他
坚持与项目班子多商议， 想方设
法克服施工难点。 业主方项目经
理王诗旺，身先士卒，经常深入施
工现场，抓细节、求突破，把好质
量关和工期进度。 助理毛斌，以他
俩为榜样，默默无闻、埋头苦干，
边学边成长，独当一面，扎实做好
工作。
在工匠精神的感召下，总包
项目经理薛俊和陈锦标， 肩负
着质量与安全管理的重大责
任， 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
举措， 决不放松责任制落实到
位。 面对百年大计，品质为先、
安全为重的高效建造， 不管来
自哪家单位和企业， 大家始终
抱着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打造
精品工程是心中唯一的期盼。
因此，严格遵守创优承诺，同心
协力，奋力拼搏，切实做到过程
完美结果优秀。

分工不分家创优走天下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工
期、进度不断提速后，项目班子全
面调动各路建设者施工作业的积
极性， 着力推进完成各项施工目
标和任务。 一方面，参建各方项目
经理层层督导，齐抓共管，高效推
进。 另一方面，全过程、全方位管
控施工质量，为项目注入绿色、智
能、新颖、时尚的现代元素，将中

心打造成前滩地区既经典又具标
志性的工程项目。
在加强协同联动，确保合作
共赢的机制下，项目班子充分发
挥参建各方的管理优势、团队优
势，让作风优良、技术过硬，充分
展现在高效作业的贯彻落实上，
凝聚起参建各方的最大合力。
在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持续提升工程优质满意度，确保
工程品质的总体水平，许多同志
付出了诸多心血，他们富有质量
创优的“工匠精神”和默默奉献
的品行，令人感动。 譬如，来自监
理单位的总监于跃，对于质量管
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从材料
进场、铸制成品等等，把好质量
关。 管理公司的项目经理陈一
飞，安全经理赵正勇，落实主体
责任，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验
收不放松， 增强质量安全责任
感，实现质量责任可追溯，这种
意识难能可贵。
优秀企业上海全筑装饰有

限公司， 凭借高品质的服务，参
与建设的项目获奖无数。 此次该
公司承担了写字楼办公场所的
装饰工程，在公司总裁朱小杰的
带领下，总经理沈宝官和项目经
理秦春磊，高度重视质量创优工
作，他俩发扬顽强拼搏的工作作
风， 积极落实分包施工主体责
任，深入现场全过程把控质量和
安全关， 带领团队详细制定计
划，抽调精兵强将，克服重重困
难，协调人员设备，终于保质保
量完成目标任务，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来自优秀企业上海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茅一峰和邵
飞， 充分发扬优秀企业吃苦耐劳、
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安装施工中以
拼搏奋战的姿态， 争分夺秒抓进
度，优质安全保工期，为后续施工
打下坚实的基础，确保目标任务高
质量完成。
各路建设精英的闪光点和
精神风貌，让人们见证了他们通
过辛勤劳动和心血，致力于打造
建筑丰碑的睿智和信心，在接下
来的日子里， 期待大家精益求
精，优质高效，完美履约，彰显风
采，让经典项目早日造福社会。
记者 朱德强

新成路街道青年志愿者

排查环境污染不放过不松手

助力“
银发族”网上冲浪

新江桥保洁公司雷厉风行推进“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讯 为了让老年人从
“
怕网一族”
成为
“
触网一族”，嘉定区新成路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通过招募社区青年志
愿者，组建
“
银发触网”文化反哺志愿队，在
街道各社区持续开展
“
银发触网”特色志愿
者服务项目，受到老年朋友的欢迎。
据悉， 青年志愿者针对老年人在数字
化时代需要面对的各种应用场景， 量身定
制多门
“
智能手机”应用基础课程，带动辖

区内老人跨越
“
数字鸿沟”，摆脱对上网的
“
恐惧”，提高老年人对互联网的应用能力，
做好网络风险防范应对。
在现场，
“
银发触网”青年志愿者，以实
际调研为基础，当场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
机，从最基础的开、关机，字体大小的设置，
调节音量等功能教起，
“
手把手”教会老年人
使用微信、支付宝、医院挂号等APP操作。 同
时，建立网上宣传报警平台，定时发布
“
防诈
骗”微信小推文，强化老年人安全意识，让网
络
“
易受伤一族”成为
“
安全一族”。
青年志愿者还聚焦老年人对上网的困
扰，以
“
银发触网”志愿服务为抓手，通过广
“
银发触网”成为
泛搭建沟通交流平台，让
社区内的特色项目，让
“
文艺老人”在网络
上找到
“
新目标”
“
新时尚”
“
新舞台”，在线
上生活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
东

宁

为养老服务注入新活力
顾村枢纽型社区养老综合体启动

本 报 讯 最近，集日托、全托、助餐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枢纽型社区养老综合
体——
—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在宝
山顾村镇启动运营。 这是该镇联手龙湖集
团沪苏公司倾心打造的一项“
民心工程”，
开启了政企合作、 共同推进社区养老服务
的新模式，为养老服务注入了新活力。
据悉，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是
顾村镇政府与龙湖集团旗下养老服务品牌
合作设立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
总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涵盖长者照护

之家、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长者食堂等多元
“
城市共融、社区共生、青椿共
服务。 围绕
享”品牌特色，秉持“
亲近、个性、参与、整
合、智慧、细致”的
“
6i服务理念”，为长者提
供全天候照护服务。 服务中心还通过与菊
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作，开展
“
泉馨
助老、医养结合”项目、设立志愿者服务基
地、创新组团服务模式等，构建好
“
15分钟
养老服务圈”，助力顾村养老服务从
“
有”到
“优”拓展，切实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
潇 潇
里”。

本 报 讯 新年伊始，寒气逼人，疫情
防控已进入关键时刻。为集中力量消除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嘉定区江桥
镇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市政
府的指示精神，以及嘉定区委、区政府的
部署，积极开展
“
百日攻坚行动”，上海新
江桥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雷厉风行、积极贯
彻落实
“
百日攻坚行动”的总要求，在完成
市容环境保洁的同时，及时部署排查生态
环境污染的工作和任务。
据悉，公司组织观看长江生态环境警
示片后，抓住触目惊心的问题，举一反三，
对整改会议下发的工作和任务， 深刻领
会，统筹兼顾，悉心谋划。 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朱瞻春要求各清扫、 清运条线负责
人，一是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各片区特别

注重年度考评

要强化发现机制，抓重点、盲点和死角，包
括村属区域，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同时加
大整治力度。 二是每日报送任务清单，每
日汇报工作进展。三是全覆盖加大巡查力
度，全面发现问题，并且按时将暴露的问
题列成清单向上报告。
尽管天气寒冷作业艰辛，但各路人马
全身心地积极投入
“
百日攻坚”任务目标，
及时落实各项防御和应对举措，有效应对
突发事件。在确保环卫作业安全有序运行
的情况下，公司还在镇
“
百日攻坚行动”领
导小组的指导下，专门组织力量一丝不苟
排查辖区餐饮商铺雨污混排、 油脂外溢、
污水外溢等环境污染问题，发现顽症后拍
照取证重点攻坚。
诸

闻

提升监管实效

虹口区建管中心同频共振加大监督力度
本报讯 日前，由市安质监总站总工
张健民带队， 对虹口区2020年度质量安
全监督工作进行年度考评，虹口区建管委
副主任章洪庆与区建管中心领导参与考
评。
据悉，近两年随着北外滩的建设与改
造，虹口已成为上海最具潜力、最引人瞩
目的中心板块之一。 去年以来，该区建管
中心克服一切困难，派出多批志愿者奔赴
机场战
“
疫”，这种奉献精神受到评价小组
由衷赞赏。 在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的基础
上，紧抓重点难点工作，强化事中事后监
“
十四五”规划和城市更新
管。 同时，结合

的总要求，与市总站同频共振，充分利用
大数据信息化平台， 不断创新监管方式，
促进营商环境不断得到优化。
区建管中心领导简要汇报了辖区内
整体监管情况以及2021年工作要点。 评
价小组就安全、质量、市场监管以及行政
处罚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区建管委副
主任章洪庆和中心领导表示，将在市里的
指导下，进一步理清思路，理清监管边界，
规避执法风险，加大监管力度，为虹口创
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更好服务北外滩的
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唐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