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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拥有对外签约权。集团下设22个控股子公司，拥有
一个工程类甲级设计院和一个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专项工程甲级设计院。公司始建于1958年。多年来，龙信集团始终坚持

“诚信为本、质量兴业”的方针，先后创“鲁班奖”9项，国家优质工程8项，全国用户满意住宅工程6项，白玉兰杯、扬
子杯、长城杯、泰山杯等省（市）级优质工程400多项，荣获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建筑竞争力百强

企业、中国建筑工程承包商80强、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江苏省
建筑业竞争力百强企业、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状、进沪施工企业20强等。目前龙信集团四大板块一中心整体联动，以投资为
龙头带动产业链发展。未来，龙信集团将以海门为本部、上海为管理中心、南京为产业化中心、沿长江经济带向“龙腰”
武汉，“龙尾”成都、重庆方向延伸发展的战略布局，将形成以长江经济带为中心，以京津冀和珠三角为两翼展翅搏击，辅
之以前景广阔的海外市场，建立龙信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努力实现从“传统建筑承包商”向“建筑产业现代化整体
服务商”的华丽转身，为实现集团跨越腾飞不断奋进！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人才需求招聘启事

三、薪酬待遇

人员一经录用，按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公司将提供行业内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另提供餐补、话补、车补、过节费、带薪年假、健康体检等福利。

四、工作地点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海门

五、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海门市北京东路1号 公司官网：www.lxgroup.cn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513-82226687 投递邮箱：215081118@qq.com

二、招聘岗位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招聘以下岗位：

龙 信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人 才 需 求 招 聘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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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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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要求

金融、经济和
证券相关专业

法律相关专业

中文相关专业

建筑工程相关专业

工程造价相关专业

财务相关专业

材料工程、建筑
工程相关专业

专业工龄

5年以上

5年以上

2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5年以上

相关资格要求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掌握金融、经济和证券专业知识；熟练使用办公自动化软件；较强的计划决策能
力、分析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有上市公司从业背景优先。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精通商法、金融证券领域相关法律；有高度的敬业精神；有上市公司从业背景优
先。

3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使用办公室自动化软件；较强的文字语言组织能力；应届生亦可，211、985院校
毕业优先。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持有一级建造师、中级职称证书；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能吃苦；善于总包施工全
过程的施工技术管理；有管理团队的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持有造价员、中级职称证书；有高度的敬业精神，能吃苦；善于总包施工全过程
的经营管理，较强的沟通能力。

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持有中级会计师证书；有较高的敬业精神；在上市公司有从业背景优先。

10年以上从事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5年以上从事生产管理体系工作经历；较强的领导能力、协
调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

薪 资

年薪20-30W

年薪20-30W

年薪10-15W

年薪20-30W

年薪20-30W

年薪20-30W

年薪20-30W

【导读】
长沙梅溪湖艺术中心项目是已故的

伊拉克裔英国著名设计师扎哈·哈迪德
的作品，从空中看，像是三朵绽放的美
丽花朵。其设计风格以异形结构著称，
世称“扎哈异形”。北京建筑银河 SO-
HO、伦敦格林威治千年穹隆上的头部环
状带、美国辛辛那提当代艺术中心就是
她的杰作。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
由大剧院、小剧院和艺术馆组成。中建
五局安装公司作为机电安装总包，承接
该工程的给排水、电气、暖通安装任务。

2015年春节刚过，时任中建五局安
装公司长沙梅溪湖艺术中心项目经理的
段海平带着商务经理李宗湘、专业主管
单权、BIM工程师曹天闻来到这个国际
一流大剧院的工地现场。此时项目主体
已基本完工，钢结构正在施工。

他们站在马路对面瞅了一眼灰白
色、并不高、还算方正的混凝土结构，
心里有了底。此时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个
以怪异造型著称的扎哈·哈迪德将如何

“虐”他们。
异形竟然还是四维的

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要啃硬骨
头，还是在曹天闻点开BIM结构模型的
时候。

“当时我一下子就傻眼了。”曹天闻
坦言。他发现端着盒饭的项目经理段海
平、商务经理李宗湘并排着站在身后，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电脑屏幕，忘了吃饭。

“结构怪异到什么程度呢？”曹天闻
说，“就像是一个面被人从四面八方任意
地拧了一下。”此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是
扎哈难题的冰山一角，因为它不光是三
维异形，还是加了时间轴的四维异形。
其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挑战项目
团队的承载极限。

一个月后，样板间部分BIM图做出
来了，把图拿到现场才发现总包给的结
构BIM模型与实际完全不符。“一个楼层
里光是梁的大小标高就有50多处偏差。”

“那就修改，”项目BIM团队带着电
脑到工地重新测量标高，核对参数，修
改机电施工方案，“哪个项目没修改过几
版图纸呢？”曹天闻自我安慰。

当他们做完整体机电深化设计 BIM
图，项目精装修施工单位进场，再次让
他们傻眼。

在第一次碰头会上，精装修模型和
机电模型完全套不到一起，除了后勤区
以外所有25个造型空间全部存在机电管
线与精装修碰撞的情况。

“作为配合保障方，我们只能按照精
装修的模板继续修改管线设计。”他们面
对整体性推翻仍然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耐
心。

然而这事儿还只是个开始。为了让
扎哈·哈迪德遗作更加完美，扎哈建筑
设计事务所不断修改设计。从 2015 年 5
月到 2017 年 4 月大大小小改动达 100 多
次。

“什么都不想了，就想着如何更好地
配合，如何尽可能达到业主的造型要
求。”李宗湘坦言自我安慰已经无法支撑
自己的耐心了，“支撑自己的可能就是我
们一贯的高品质履约责任感吧。”

趴在地上摸出的灵感
扎哈异形设计是艺术品，作为机电施

工方，克服深化设计的艰难只是实现艺术
之美的第一步。如何把设计转化成建筑实

物是项目部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难题。
“没有一个面是规则的，所以无法用

一个标准距离对现场管线进行定位。”李
宗湘说，“把BIM图拿到工地上，如何跟
工人交底都是个难题。”

“很多时候，我们把巧办法、笨办
法、傻办法都用尽了，还是不行。”单权
印象最深的就是主舞台雨淋系统安装难
题。

主舞台高50米，雨淋系统需要安装
在顶端的隔栅下面。他们首先想到的是
搭脚手架上去安装，然而方案很快因为
干扰舞台施工被否；接着他们想到用吊
篮载工人和材料进行安装的方案，又被
业主“毙”掉。从下往上的方案不行，
他们开始琢磨从上往下安装。于是提交
了把雨淋系统装在隔栅上面的方案，但
还是被否了；那么把隔栅切除后再安装
呢？业主又以重新焊接后的隔栅容易变
形为由否决了。

“那时确实感觉没办法了。”单权带
着劳务班组长站在隔栅上呆呆地看着下

面。舞台马上就要铺木地板了，如果不
尽快制定技术方案，等木地板铺上再进
行施工，焊渣、坠落物很有可能会对舞
台产生损害。

时间不等人，单权趴在隔栅透过隔
栅缝隙往下看，突然他探出胳膊，穿过
10厘米的缝隙往下摸。

“可以使得上力，我一下子有了灵
感。”单权兴奋起来，只要把雨淋系统的
点位调整到胳膊能使得上力的地方，就

可以进行安装操作。接着他把支架和线
管一起预制好，把梁架套在支架上，一
个工人趴在地上，探出胳膊调整位置，
另一个工人就可以把梁夹卡在钢结构梁
上，完成施工。

等他们完成雨淋系统的第三天，舞
台木地板就进场了……

厘米级手动调整
长沙梅溪湖艺术中心这个艺术品项

目中，有些施工难题，高新技术工具都
用不上，必须靠工程师们的感觉和手工
来完成。这在躲避弧形采光带的施工难
题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展厅部分，湖南厅和应用艺术厅
有两条不规则的弧形采光带，机电的水
管、风管、消防管线都要从这里经过。
这么复杂的管线要避免遮挡采光带，而
当时精装修吊顶龙骨没有做，现场没有
参照物来确定管线与精装修支架的距
离，所以3D定位放线技术根本用不上，
只能靠传统工具测量放线安装。

按照业主进度要求，管线排布按时
完成。但是早被扎哈异形“虐”习惯了
的工程师们心里还悬着，果然当精装修
玻璃纤维增强石膏板进入安装阶段时，
发现管线突出石膏板，挡住了采光带。

为了契合设计造型，他们将管线一
节节拼装成弧形，所以拆解调整工程量
非常大，精度要求也很高。只要有一节
管线的角度发生哪怕最小的偏差，最终
形成的弧度就会“谬以千里”。

“我们只能一点点靠感觉，进行手工
调整。”单权说，“一厘米一厘米进行，
所以每次拆改都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完
成。”就这样他们拆改了三次才避开了这
两条采光带。

李宗湘的微信签名“很个性”：“纵
使扎哈异形‘虐’我千百遍，我仍待它
如初恋。”这句话形象道出长沙梅溪湖艺
术中心项目团队借助这个国家一流大剧
院，借助这个追求完美的扎哈异形设计
对优质履约，对工匠精神，以及对安装
精神的诠释。

挑 战 “ 扎 哈 异 形 ”
—— 中 建 五 局 长 沙 梅 溪 湖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施 工 纪 实

□通讯员 文澜 记者 袁孝铭

在贵州的青山绿水中，有一座坚强
的战斗“堡垒”，“堡垒”上飘扬着鲜红
的党旗，这就是中国五冶交通市政公司
三荔高速二分部党支部和党员们。他们
长期在崇山峻岭中打拼，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争创一流，业绩不俗。

三荔高速全长 75.72 公里，是贵州
省的第一个PPP项目，由中冶集团投资
兴建。共有两个总承包部，第一总包部
是中国五冶集团，下设4个分部，承担
55公里高速路施工；第二总包部是贵州
交建，下设两个分部。

在众多的参建单位中，三荔高速二
分部承担8.34公里施工。在艰苦的环境
中，党支部一班人，坚持落实项目党群
工作制度，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坚持开
展创先争优活动，增强党员的竞争意
识、拼搏意识，团结带领党员和全体员

工，不断攻坚克难，力争
第一、勇站排头，每当施
工中遇到困难时，党员同
志挺身而出，涌现出一批
勇于担当、勤奋拼搏、兢
兢业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

业务能手，多次获得中冶贵州公司、三
荔项目公司的年度劳动模范、先进管理
者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五冶集
团先进党支部称号，为中冶集团、五冶
集团创品牌、拓市场做出了贡献。

当好开路先锋，第一个完成线路总
体规划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党支部
是项目的战斗堡垒，支部书记是主心
骨。党支部书记陈刚带领支部一班人，
带领党员同志，勇当开路先锋。在项目
开始初期，他们一大早就背着干粮和水
出发。贵州的大山名不虚传，特别是二
分部工程为全线自然条件最艰苦的，部
分山体坡度达到70°，在当地也是无人
区。一个党员一面旗，平时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就在这里，出现了
一支穿着蓝色工装的开路先锋队。砍

刀、镰刀的挥舞有时换来的只是一小步
的前进，毒蜂、毒蛇的侵袭无时不让人
提心吊胆，于是探路者的手里又多了打
狗棒。支部书记又多了一个名号“穿山
甲”。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历练，他们
终于摸透了线路的点点滴滴，哪里有甘
甜的天然泉水和绿色补给也熟记于心。
正是由于整个团队的同心协力，项目部
最早完成了整个项目线路的总体规划。
让项目员工、当地群众赞叹，让业主刮
目相看。

增强项目活力，第一个完成征地拆
迁任务

三荔高速要干得出彩，建成样板，
就要补充新鲜血液，增强项目活力。由
于项目采用PPP模式，该项目中所有红
线放样、土地丈量、树木登记、土地签
认均由项目部负责，当地政府只进行监
督。整个征拆工作在入党积极分子、项
目副经理任全东带领下全面铺开。由于
每天劳动强度过大，参与征拆的人员倒
下了一批又一批，眼看马上无人可用。
党支部在一线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发挥带头作用；经公司同意，引进

部分大学实习生，明显充实了新生力
量。项目部调整方案，采取轮换值班的
方法，将所有人员分成两组，轮流上前
线。每个参与征拆的人员身体上都留下
过标记，一个伤口、一个马蜂吻、一个
蛇吻……,每个实习的大学生在最后返校
座谈中，回想起这段人生经历都很感
慨，他们在这里有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认
识。正是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项目部
的征拆工作最先完成，征拆强人任全东
获得中冶贵州公司劳动模范称号。

典型带动全面，全线第一个开工
典型引路，带动全面。项目副经

理、征地拆迁专家任全东作风深入，遵
章合规，人性化管理，征拆业绩在全线
施工单位中名列第一，有力地推进了项
目进展，得到贵州投资公司的高度认
可。党支部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员工听
取他介绍工作经验，使大家都深受启发
和鼓舞。党支部号召全体员工学先进、
当模范，切实推进项目进展，在全线施
工单位中争第一、站排头。把任全东勇
于担当，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的热情、责
任感和工作思路，推广到项目工作的各

项管理上来，强化过程谋划，有序推
进，重在落实；学任全东知难而上，充
分体现主人翁精神和一切为了项目的推
进、维护企业的利益，项目部各系统管
理处处围绕着项目的实施推进各项工
作；全体人员积极行动起来，切实做好
岗位工作，加强系统之间的沟通和协
调，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为现场
施工保驾护航；勇敢面对二分部所处的
地形和交通条件，迎难而上，想方设法
解决困难，完善各项管理体系和管理制
度，让现场施工达到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化，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经过各方面努
力，2016 年 8 月 1 日，二分部在全线率
先开工。

经过全员一致奋发向前，二分部创
造了很多第一：项目部率先进行T梁架
设、菇洞隧道左洞率先贯通；两次获得
三荔高速“综合评比第一名”，中冶贵
州三条高速“百日大干第二名”的好成
绩；项目总工程师方麒获得五冶集团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项目党支部获得五冶
集团先进党支部称号，凸显了“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成果。

架桥筑路争第一 拼搏奋进站排头
——记中国五冶交通市政公司三荔高速二分部五冶集团先进党支部

□通讯员 杨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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