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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化分工要求管理人员必须越来越专业,同样的工作需要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多。但在实际工作中管理人员的数

量是有限的。因此,如何用有限的人员管理好项目是越来越多管理者思考的问题。对于工程建设项目而言,选择合适的管

理模式至关重要。结合具体的工程项目,对跨专业分标段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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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ipline
 

division
 

requires
 

the
 

management
 

staff
 

to
 

be
 

more
 

and
 

more
 

professional,
 

thus
 

more
 

and
 

more
 

management
 

staff
 

are
 

needed
 

for
 

the
 

same
 

type
 

of
 

work.
 

However,
 

the
 

number
 

of
 

management
 

staff
 

is
 

limited,
 

so
 

project
 

management
 

with
 

limited
 

personnel
 

is
 

a
 

problem
 

that
 

more
 

and
 

more
 

managers
 

are
 

thinking
 

abou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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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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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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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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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based
 

on
 

individual
 

bid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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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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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明显、细
致,从而造成同样的工作所需的管理人员越来越

多。但管理人员的增加势必会增加成本,因此,如
何在管理人员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管理好一个较大

的项目是众多管理者应重点思考的问题。以四川

雅砻江两河口移民代建总承包工程项目为例,就
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两河口移民代建总承包工程项目包括复建雅

道路XV02线密贵沟至瓦日乡段、库周交通恢复

工程、道孚县四座寺院新址基础设施、集镇复建工

程、输变电复建工程、两河口水电站库区复建桥梁

工程砂石加工系统建设及运行。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总承包项目范围内工程的施工图阶段勘察设

计、设计文件的审查报审与手续办理、采购、施工、
档案整编及管理,工程移交前的运行维护、修补缺

陷期内任何缺陷等所有工作或服务,协调地方政

收稿日期:2021-09-28

府办理质量监督及施工许可、交(竣)工验收及移

交等。
两河口征地移民代建总承包项目复建雅道路

XV02线密贵沟至瓦日乡段总长95
 

km,包括隧

道16座、桥梁45座、涵洞331道。库周交通恢复

工程总长82
 

km,其中特大桥2座,大桥3座,中
桥5座,隧道长度为2

 

329
 

m。
如何用有限的人手建设并管理好两河口移民

代建总承包项目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难题。

2 跨专业分标段管理模式的出台

总承包项目部认真分析了工程项目特点和总

承包项目部的具体情况,对如何制定出最高效的

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2.1 工程项目特点

(1)分项工程多、涉及专业领域广。该项目包

括交通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输变电复建工

程、砂石加工系统。分项工程多达30多个,涵盖

道路、桥梁、隧道、地质、结构、给排水、水利、输变

电等各个专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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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地域范围广、战线长、作业点多。该

项目工程规模庞大,工作面覆盖雅江县、道孚

县、理塘县、新龙县4县20余个乡镇,工程战线

绵延鲜水河流域、雅砻江流域及各支流两岸200
余km;涵盖桥梁、隧道、集镇等重要作业点位80
余个。

(3)人文社会环境复杂。该工程区位于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其周边环境复杂,地方经济落

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交通、水利、能源、通讯基

础设施薄弱。此外,因工程地处少数民族区域,民
族宗教特色鲜明。

(4)项目工期紧。该项目进度必须满足2020
年8月两河口水电站下闸蓄水要求,工期十分紧

张,一旦不能如期完工或交付使用,可能会影响到

两河口水电站的下闸蓄水,无论从政治、经济或社

会角度看,影响非常大。
(5)协调难度大。该项目地处藏区,范围广、

战线长,影响因素众多。项目实施期间协调工作

量和难度大,需加强地方的协调工作,在综合考虑

工程安全、质量、进度与移民工作的协调后最终确

定最优方案。

2.2 总承包项目部情况

(1)人员有限,管理点分散。两河口征地移民

代建总承包项目部为总承包项目的现场管理机

构,人员配备为50人(包括兼职人员),下设设计

部、地质部、工程部等10个部门。鉴于该项目具

有跨越范围大,施工管理不便的特点,为使本项目

得到有效、及时、全面的工程管理及设计服务,根
据工程需要,除建立总承包项目部营地外,在两河

口白玛营地、雅道路终点附近的瓦日乡、绒坝大桥

及其引道段附近的绒坝建立了三处工区管理点,
每个管理点均配备了相应的专业人员对附近的项

目进行就近管理。
(2)精细化管理要求。鉴于项目业主采用的

是精细化管理模式,对施工现场要求高,每月综合

检查、部门检查、专项检查多,要求总承包项目的

20多个主体标段施工现场必须配备专职管理人

员,其往来文函、会议较多,仅2015年4个多月时

间里,业主、监理发文即达500多份,因此,总承包

项目部日常工作中的内业资料所占比重较大。
由于以上原因,按照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项

目部至少需配置管理人员100人才能满足工程需

要,现阶段的人员配置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
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寻求新的管理模

式。基于项目的实际情况,总承包项目部把每个

标段看成独立的项目,借鉴项目经理制、工程师负

责制的管理模式,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

了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进行施工现场管

理[1]。

3 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及组织机构

3.1 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

传统的施工现场管理是部门负责制,即由总

承包部门负责所有标段有关本部门专业的管理工

作,如质量部负责所有标段的质量管理工作、安环

部负责所有标段的安全环保管理工作[2]。而跨专

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是工程师负责制,即由派驻

标段的工程师全面负责本标段的质量、进度、安全

等施工现场管理工作。派驻标段的工程师被称为

标段负责人,相当于标段现场管理的项目经理。
标段负责人不是代表某个部门,而是代表总承包

项目部行使现场全面管理的权利。这种管理模式

与传统管理模式的最大区别就是打破了专业管理

的限制,实现了跨专业管理。

3.2 跨专业分标段管理模式的组织机构

该项目所实行的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按

照“分工不分家”的原则,分别从工程部、质量部、
安环部、设计部抽调人手安排到各标段负责。标

段负责人不仅要对本标段负责,还要协助部门处

理其他标段的专业问题。项目部原来的组织机构

为“领导层→管理层→各标段”的模式,而跨专业

分标段管理的组织机构形式为“领导层→管理层

→标段负责人→各标段”,增加了标段负责人这一

管理环节[3]。

4 标段负责人具有的职责

(1)现场全面管理职责。标段负责人全面负

责本标段现场管理的各项事务,包括进度管理、质
量管理、安全管理等。进度管理包括制定进度计

划、进度纠偏、编制资源需求计划、进度考核等;质
量管理包括工序质量跟踪检查、监督验收、单元质

量评定等;安全管理包括现场安全检查、教育培

训、纠正习惯性违章、安全奖罚等。
(2)协调牵头职责。两河口移民代建总承包

项目主要位于雅江县和道孚县境内,在工程建设

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当地居民因工程占地、施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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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当地材料采购、材料运输、工程用工、交通管制

等因素提出的诉求较多,村民阻工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因项目建设战线较长,涉及村、组及周边居民

较多,协调工作所需时间较长,协调难度较大。标

段负责人对本标段出现的问题负有协调牵头责

任。标段出现问题时,仅需向标段负责人汇报,由
标段负责人直接处理或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处理。

(3)督促落实职责。业主、监理、总承包项目

部等对各标段下达的指示均由标段负责人负责督

促落实。由于总承包项目战线长,交通、通讯不

便,使参建各方对标段的要求(如资料报送、整改

回复)不能及时到达,而标段负责人即为联系总包

与分包的纽带,参建各方的指示均由标段负责人

传达并督促落实。
(4)资料及计量签证职责。标段负责人作为

施工现场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所有基础资料均需

其审核签字,因此,现场资料的收集工作由标段负

责人负责。本标段上报的计量支付资料由标段负

责人根据合同条款及实际完成情况审核签证,包
含工程量签证、安全生产费项目签证、环水保项目

签证,并需保证资料的完整性。
(5)及时反馈职责。总承包项目工作面覆盖

4县20余个乡镇,工作战线长达200余km,重要

的作业点位多达80余个,且沿线通讯经常中断。
以上特点使项目部管理层很难及时了解到各标段

的实际施工动态,因此要求标段负责人必须及时

将标段的实际状况反馈给总承包项目部。具体要

求:做好工作日志,详细记录标段现场活动;现场

施工进度汇总并及时汇报标段出现的问题和诉

求,使总承包项目部能够真实掌握现场施工动态

以进行针对性的管理。

5 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的实施效果

两河口移民代建总承包项目于2016年5月

正式实行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经检验,其实

施效果明显,具有以下特点。
(1)管理清晰。两河口移民代建总承包项目

突出的问题为协调问题。因协调问题引起的一

系列连锁反应更是令项目部人员焦头烂额。项

目部对各标段出现的问题往往直接派对口部门

至现场协调处理,但由于标段多、部门人员有

限,经常出现不同部门去不同标段解决相同问

题的情况,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以说,项目

部被各标段出现的问题牵着鼻子走,打乱了整

体计划,整个内部管理混乱。对各施工标段来

说,要接受10个部门的直接管理需投入众多的

管理人员,且由于各部门要求不同极易发生多

头管理的混乱。而实行跨专业分标段管理模式

后,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由标段负责人统管,责
任和目标明确,管理思路也更加清晰。标段不

需接受各部门的直接管理,而只需将问题反映

给标段负责人,小问题直接解决,大问题与对口

部门共同处理,从而避免了多头管理造成的混

乱[4]。对项目部来说,仅需协调处理共性问题,
完全可以按照整体计划推进项目。

(2)效率提升。总承包项目的现场管理千

头万绪,涉及业主、监理、总承包、施工单位、地
方政府等各个方面,无对应部门管理的问题时

有出现,再加上所出现的问题经常涉及多个部

门,从而造成出现问题时标段不知道找哪个部

门解决的尴尬局面,最终的结果就是所出现的

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管理效率低下。实行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

式,协调问题由标段负责人牵头。对于标段出

现的问题,小问题由常驻现场的标段负责人直

接解决,不用上报项目部后由其派人至现场解

决,减少了中间环节。由于将问题消灭在萌芽

阶段,从 而 大 大 提 高 了 解 决 问 题 的 效 率 和 效

果。大问题由标段负责人反馈给对口部门,部
门可以就标段出现的共性问题合并处理,最终

的处理意见由标段负责人通知相关方,从而减

少了部门至现场了解情况的环节,提高了解决

问题的效率。
(3)积极性提高。由于总承包项目标段众多,

在管理时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对此,标段

意见大,部门管理人员感觉吃力不讨好,积极性受

到打击。总承包项目部有10个职能部门,对出现

的问题往往需多个部门联合处理,但因是大家的

任务,个人的积极性不高。实行跨专业分标段的

管理模式后,标段现场的管理责任集中在标段负

责人身上,责任明确,标段负责人解决问题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标段负责人是标段现场管理的责任

人,现场管理的好坏可以说是标段负责人能力的

体现,可以说标段负责人与标段荣辱与共,因此,
(下转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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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用等目标的实现。

4 结 语

该风电场共计二期、82台风机,其中2台风

机因施工较早而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采取了

补救措施后完成吊装。另外80台风机采取上述

措施后首节塔筒一次性吊装成功,其成功率提高

到98%,减少了处理工期延误的时间(40
 

d),节约

了处理费用537万元,效益明显。
文中介绍了一种风机基础锚栓笼及首节塔筒

安装的施工方法,该施工方法取得了授权专利(专
利号:ZL201721227702.9)和中国电建集团工法,
操作实施简单,设备、材料投入较少,经济实用,其
在多个风电场项目的成功运用,极大地提高了风

机基础的施工质量和首节塔筒一次性吊装的成功

率,加快了吊装作业的施工进度,降低了因锚栓笼

精度偏差导致的塔筒吊装不能一次就位的处理时

间与处理费用,同时亦降低了因处理塔筒就位的

工程安全风险,提升了整个风电场的工程建设质

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获得了社会及

业内专家的一致好评,该方法有必要在同类工程

安装施工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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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负责人更加尽心尽力;又因总承包项目标段

众多、相应的标段负责人亦多,标段间的相互竞争

更是提高了标段负责人的积极性。

6 跨专业分标段管理模式的改进方向

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在两河口移民代建

总承包项目实行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需要逐项加以改进。
(1)管理脱节问题。由于总承包项目部管理

人员人数的限制,目前每个标段仅配备了一名标

段负责人,当标段负责人离开工地时,由相邻标段

负责人暂代其履行管理职责,标段负责人对其替

代者移交工作;当标段负责人回到工地时,替代者

向其移交工作,但由于现场管理工作延续性强且

极其繁杂,移交工作时难免存在遗漏而造成接收

者对前期工作了解不够,易造成管理脱节[5]。
(2)管理人员素质问题。标段负责人从工程

部、质量部、安环部、设计部抽调,负责标段现场全

面的管理责任,要求其综合业务能力较强。但实

际上因每人都有其专业方向,而对专业外的项目

了解程度深浅不一,所形成的综合素质亦高低不

平,现场管理时难免出现瑕疵。

7 结 语

跨专业分标段的管理模式在两河口移民代建

总承包项目实施后效果明显,如节约了项目部管

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现场管理工作井然有

序,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

可以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

跨专业分标段管理模式一定会越来越成熟,最终

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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