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导报

海南国资

2020 年 7 月 30 日

周刊

本版责编 曾丽园

H08

全产业链助力基层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海建装配式建筑再添新作
□ 本报记者 曾丽园 通讯员 吴荣融 宗晨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高乡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重
要部分。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是改善海
南乡村医疗条件，满足老百姓就近解决基本就医需求的
重要举措。
海建集团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从建筑施工、装配式建
筑应用、BIM 深化设计、构件生产服务等方面积极参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项目建设，努力打造绿色、标准化
的民生样板工程。
琼中湾岭中心卫生院
的新楼与老楼。 杨思懿摄
的新楼与老楼。

56 个基层卫生机构齐开工
五指山市番阳镇卫生院新增了一
栋崭新的两层小楼。
“ 这是 2020 年春节
前投入使用的综合业务楼，解决了原来
办公用房不足的问题。一楼是输液大
厅和抢救室，二楼还增设了化验室和 B
超室，远程诊疗设备实现了与省院对
接。”在这里工作了 10 年的副院长陈德
天，回忆起自己的定向生服务经历，感
慨颇深——刚来的时候，输液的病人只

能挤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铁棚里，如今这
里地方宽敞，通风条件好，地面还做了
防滑处理，他和同事以及前来就诊的村
民都很满意。
这栋小楼是海南省首批采用装配式
建筑，
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竣工并投入使
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
目，
由海南一建承建，
装配率达到 66%。
与此同时，在五指山市通什镇卫生

院，一栋蓝顶白墙、4 层高、总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楼拔地而起，院
长林冰高兴地说：
“主楼投入使用后，当
初想增设的科室都能实现了。”通过此
次标准化建设，将有效解决五指山群众
就近就医难题。
2019 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
步提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并作为推进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助推标准化建设
负责施工现场技术管理的是工作
已有 11 年的一级建造师何明林，2019
年 10 月刚来到琼中湾岭中心卫生院
项目时，看到施工图纸，他有点发愁：
“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实践中接触装配
式建筑，有些工作还得摸索着来。”通
过强化技术交底、施工方案研究论证、
片区联动管理、现场观摩交流等一系
列的措施，现在不仅他自己成了行家
能手，现场工人也越来越熟练起来，形
成了“老带新、传帮带”
的工作模式。
何明林说：
“湾岭中心卫生院新建
的 970 平方米两层建筑，3 天就完成了
钢柱、钢梁的安装，10 天完成了钢承板
安装，12 天完成所有内墙安装，比传统
方式进度快了 30%左右，虽然受到疫
情影响，
但总算抢回了工期。
”
“这种搭积木式的作业方式的确
省时省力。”海南一建工程部副部长符

技术服务精细分解巧助力

讯负责公司在五指山等 4 个市县 29 个
卫生院项目的协调管理，他在总结项
目管理经验时认为，
“项目所需的主体
钢结构、内部隔墙都在工厂生产，标准
化程度高，质量有保障，现场直接装配
施工，机械化程度高，大大减少了现场
的和泥、抹灰、砌墙等湿作业，速度更
快，
施工质量更容易得到保证。
”
他介绍，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标准
化建设要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坚持
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
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
应用，充分听取当地卫健委和医院对
卫生院的使用功能和外观需求，施工
单位与设计单位也针对项目采用装配
式建筑体系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交流。
落实了一些更体现人性化的施工细
节，如设置无障碍坡道、残疾人卫生间
和走廊扶手，手术室、病房、药房、产房

采用 PVC 地板。
在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玉成村，
建筑面积为 4228.67 平方米的门诊住
院综合大楼项目主体钢结构已经基本
完成，正在加速建设。现场施工负责
人介绍，采用装配式技术对项目施工
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将对安装好
的钢结构进行除锈喷膜处理，项目还
安装了防震阻尼器，抗震设防烈度达
8.5 度以上。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从图纸深化
设计、构件订制、进场验收、安装以及
地面施工的各个工序环节，都按照规
范标准进行把关。加强工人教育培训
和技术交底，主体钢结构的吊装通过
对 角 校 正 ，将 误 差 控 制 在 5 毫 米 以
内。通过精细测算优化构件运输方
案，减少现场材料堆积和二次搬运，严
格控制成本。

上，各项目部均实现生产生活区域分
离，
错峰、
分散作业施工，
项目内部区域
每日消杀等长效防疫措施，
每日体温检
测与情况汇报融入日常工作，
疫情防控
纳入海建集团 24 小时值班值守工作范
畴。同时，多方协调保证材料进场，紧
急调动机械设备，就地解决用工难题，
动员培训当地农民工快速上岗。
五指山、
琼中片区的施工技术管理
人员严耀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一
直冲锋在防疫复工最前沿。由于管理
的项目点多面广，
山路崎岖，
为了保证材
料供应，
他自己开皮卡车送材料；
为保证
20 多个施工点的工人调度和安全保障，

他驾车接送工人上下班，
平均每天往返
200 多公里；
为减少人群聚集，
他还想到
了通过手机网络观看装配式建筑视频
教程、
微信工作群线上互动的方式来加
强装配式建筑应用的探讨学习。
随着人、机、物、料的有序增加，现
场施工人员对装配式建筑技术的熟练
掌握，项目正式按下快进键，目前已有
16 个项目竣工，40 个项目正有序加快
推进。其中，海口市美兰区三江医院
综合楼项目在省卫健委、美兰区政府、
市住建局等多部门的联合检查中多次
获得了肯定，在省内疫情防控工作明
察暗访中受到监督检查组的好评。

众人齐力按下建设快进键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项
目工作计划。既定的材料无法送达，
施工人员补充不足，机械设备周转不
开……一项项难题像座大山压在项目
团队每个人的心头。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
依照相关部门要求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并通过现场检查后，海建承建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项目陆续于 2 月下旬获
发复工令。
复工只是起点，
在积极推动施工进
度的同时，
保障好务工人员的身体健康
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在严格落实
外地返琼工人隔离观察 14 天的基础

的试点项目。
2019 年下半年，海建集团旗下的海
南一建、海南二建分别承领了五指山、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屯昌、定安、海
口、临高、澄迈 7 个市县共 57 个乡镇卫
生 院 项 目 建 设 任 务 ，总 建 筑 面 积
96552.83 平方米，合同造价共 3.6 亿元，
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目前已开工 56
个，
其中 16 个项目已经竣工。

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完成离不开深化
设计和构件供应的助力。然而，这批基层
医疗卫生标准化建设项目点多面广，甚至
有一些项目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山区乡镇，
尽管单个项目的体量不大，但是构件的生
产运输、装配的工序工艺都是一样的繁杂
精细。海建集团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
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建设。
该集团旗下的海南省海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先后承接了海口、
临高、
澄迈、
琼中 4
个市县共 35 个卫生院的专业装配式咨询
服务，
完成装配式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及
深化设计。采用 BIM 技术，通过可视化手
段更高效处理装配式管线分离等复杂结构
拆分，
协助部品部件标准化生产，
明显缩短
了装配式设计咨询的工期。通过使用基础
建模、碰撞检查及管线综合及时发现处理
二维建筑图纸中建筑、
结构、
机电等专业之
间的不合理问题，在设计阶段把问题发现
在萌芽中，
减少日后的签证变更，
提高项目
精细化管理能力。同时，
还参编完成了《海
南省乡镇卫生院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导
则》，
助力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统一
化、
标准化和模块化。
海建产业化和海建钢构公司先后承
接了位于海口、屯昌、琼中、澄迈、临高、五
指山等 6 个市县共 27 个项目的钢结构和
PC 构件生产服务。由于项目开工时间集
中，需求量大、时间紧，产业化公司对模台
和模具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实行三线双
班生产方式，并严把质量关，保证每个构
配件出厂都符合图纸设计和规范要求。
7 月，建设者们奋战正酣。海建集团
作为海南装配式建筑的先行者，在全省 7
个市县 57 个乡镇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项目，为改善海南乡村医疗条件，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持续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