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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之70701949-2019

■全媒体记者 王艳
通讯员 欧阳鹏 朱冲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

会议，正式明确在广东深圳、

珠海、汕头、福建厦门试办出

口特区，并指示广东省委重点

抓好深圳。40年时间，大鹏

湾见证了一场人类史上罕见

的狂飙突进的造城运动。曾

经的小渔村，如今已经成长为

大中华经济圈第三城、最富有

创新活力和科技实力的高科

技之都，科研创新实力直逼美

国加州硅谷。

回望深圳城市璀璨的灯

火，人们不应忘记这座城市的

建设者们。有这样一支央企

建设大军，他们作为深圳最

早一批建设者——中建人，从

创造了“深圳速度”的国贸大

厦，到刷新城市天际线的超高

层建筑“深圳地王大厦”，他们

在深圳这座城市，不仅留下了

“作品”，也影响和塑造了这座

城市的精神气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

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曾

风靡全中国，与“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标

语一起，成为时代精神的注

脚。上世纪90年代建设深圳

地王大厦开始，管理与创新已

经取代时间与效率，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进入新时代，

创新依然是主要的时代精神

和价值追求。中建人建设城

市硬体，也塑造城市气质、融

汇时代精神。

大鹏湾造城：中建人创“深圳速度”，融时代精神

1981 年，国家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工作全面铺开，以计划经济为核心

的经济体制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时任中

建三局一公司第二工程处代理主任的王

毓刚回忆，从事基本建设的施工队伍再

也不能靠国家计划下达施工任务的“等、

靠、要”，而是必须自己“找米下锅”，承接

的荆门炼油厂、热电厂、5000吨蛋库工程

相继竣工，全处1000多人处于半停工状

态。怎么办？到什么地方找“米”？

当年11月下旬的一天，王毓刚接到

去公司开会的通知，会议由时任公司党

委书记、经理张恩沛主持。会上介绍了

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的考察情况。当

时的深圳虽然已经拉开了大规模基本建

设的序幕，但条件相当艰苦。张恩沛征

询大家的意见：“该不该去特区？”王毓刚

并未多加思索，立即回答说：“应该去。

对于施工队伍而言，远征施工是常事，条

件艰苦也无所畏惧，我们二处可以打头

阵。”

1982 年农历正月初四，王毓刚随着

13人的赴深先遣队乘南下的火车，奔赴

改革开放的热土——深圳。到达深圳

后，他们在一间有18张床位的招待所里

安顿下来，以这里作为先期工作和生活

的暂居地。先遣队分成了几个工作小

组，王毓刚在任务承接组。

中建三局一公司的成名作，就是因为

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为世人

所知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以下通称

“国贸大厦”）。为了拿下这座当时深圳市

最高建筑，中建三局一公司甚至放弃了已

经到手的港资深圳金城大厦的工程。

1982 年，此时的深圳已开始以招投

标的方式发包工程，逐渐形成了公开竞

争的建筑市场。中建三局一公司承接到

港资工程“金城大厦”，但就在这时他们

得知，国贸大厦即将招标。

国贸大厦，53 层（其中地下 3 层），

设计高度 160.5 米，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

方米，建成后将是当时中国内地第一

高楼。

“深圳市政府明确表示，如果我们要

参加国贸大厦的投标，就必须放弃金城

大厦。金城大厦的业主也找来了，称如

果中建三局一公司放弃国贸大厦投标，

愿意增加180万元港币工程款。”王毓刚

说，抉择的过程很艰难，最后还是时任中

建三局一公司负责人的张恩沛艰难拍

板，国贸大厦是当时中国内地第一高楼，

虽说经济效益目前难以估计，但产生的

影响不可估量，给企业带来的社会效益

将是长远的。

南下找“米” 特区初创，迎来首批城市建设者

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留下一句

叮嘱：“你们要搞快一点！”

四年后，时为亚洲第一高楼、世界第四

高楼——384 米高的深圳地王大厦项目竣

工，并以“两天半一层”的记录创造了新的

“深圳速度”。这一次，项目主承包商变成

了中建二局，负责全部土建工程和部分设

备安装、装修工程。中建三局一公司则承

接了施工的重点项目——总重量达2.45万

吨的钢结构安装工程。

时为中建二局地王大厦项目施工队队

长的苏昕晖回忆，在开发深圳地王大厦项目

中，深圳市政府在全国率先组织土地使用权

的国际招标，向国内外企业公开拍卖。消息

发布后，一下子吸引了近200家境内外公司

前来竞标。最后以1.4亿美元成交，一举成

为当时深圳的地价之王，“地王”由此得名。

毕业后没多久，就能参与这么大的一

个工程，苏昕晖很感慨：“到现在还觉得很

自豪！”

这么响亮的一个工程，在建设时也是

出了名的高标准。苏昕晖回忆，那个年代，

“吃住在工地”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合作建

设深圳地王大厦的香港、日本企业，明确要

求工地现场不准住人，还配备大量人员打

扫工地，每天的工地都是干干净净的。为

了解决安全问题，工地设立了以安全主任

为首的安全部，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各

施工队、组还有兼职安全员。每天都由项

目经理和安全主任带队进行现场巡视，即

使深夜施工，也有管理层查岗。“这在如今

的工地，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可在那时，如

此现代化的管理，还是首次出现。”

在严格的安全管理下，一年多的地王

主体施工中，未碰破一块玻璃幕墙，也没有

一起环境污染投诉。当年很多做法，已经

成了今天的工地管理规范。

要说施工最紧张的，还是进度。施工初

期，人工挖孔桩阶段耽误了时间，再加上大

家没建过这么高的楼，导致进度非常慢。按

照五天半一层楼、甚至四天半一层楼的施工

计划，六七天才建好一层的现状，可把当时

的负责人给急坏了。怎么办？全员上阵，三

班倒！由于不能住在工地，两千多工人们住

在离项目稍远的莲塘山上，车辆24小时不停

接送工人，食堂也24小时供应饭菜。临近节

点时，大伙儿真的是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合

过眼，而且还要在工地爬上爬下，脚都磨出

血泡来了，这才把节点给抢出来。

正是凭着大家这股劲儿，加上工程应

用了爬模施工工艺、泵送砼及布料工艺、粗

钢筋连接等一系列新技术，深圳地王大厦

的施工速度突飞猛进，最快时达到了两天

半一层楼，提前60天完成了主体施工，创造

了新的“深圳速度”。

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曾经在深圳住过

一段时间，亲眼见证深圳地王大厦的修

建。多年后他在《读城记》中这样写道：

383 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

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

风骚。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

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

到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

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

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

又干干净净长高的。

■当年工地上的滑模施工

1983 年 2 月，国贸大厦主体工程招

标，中建三局一公司在投标书中明确提

出，要使用滑膜技术高速度完成此项工

程。这在所有参与投标的7家公司中是

最有技术特点的方案。最后，中建三局

一公司顺利中标。

中建三局一公司在国贸大厦建设中

创造“三天一层楼”奇迹的技术支撑正是

投标书中提及的滑模技术。和传统的翻

模工艺不同，滑模是以安装在支撑杆上

的穿心式液压千斤顶为滑升动力，在成

组千斤顶的同步作用下，带动工具式模

板或滑框沿着刚成型的混凝土表面或滑

板表面滑动，可以连续循环作业。

对于滑模技术，中建三局一公司此

前在攀枝花三线建设时期就开始应用，

又经过贵州水城电厂、湖北青山热电厂、

荆门热电厂等项目建设，技术逐步成

熟。但是在国贸大厦建设中应用滑模工

艺，中建三局一公司仍然遇到了巨大困

难。

国贸大厦每层面积达到 1530 平方

米，在如此巨大的单层面积上使用滑膜

技术，国际上都没有先例。第一次试滑，

因为滑模提起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

的墙体被严重拉裂，里边的钢筋暴露出

来，工人只好把拉裂的墙体打掉。第二

次、第三次试滑，接连失败。王毓刚等人

顾不上休息，他们一头扎进工地，做实

验，测数据，终于找到了原因：混凝土在

浇灌时的速度问题必须有一个最佳值。

1530平方米一层的平台，需要2400

多方混凝土从多个方位同时浇灌，此前

因为设备不足，施工现场混凝土供给量

跟不上，这就要求必须引进先进设备，可

是中建三局一公司当时并没有这么多资

金，而且购置 5 万元以上的设备还需要

打报告经上级批准。

“张恩沛顶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风

险，求得业主协助，向银行贷款300万港

币，一次性购进两架爬塔、三台混凝土输

送泵和一台混凝土搅拌站。”在国贸大厦

项目，王毓刚担任工地主任、施工指挥。

他说，第四次试滑，时间已经是1983年9

月18日，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时刻。当

青灰色的混凝土墙体脱离了模板，最终

稳稳地矗立在建设者面前时，大家甚至

都不敢呼吸，继续浇灌，继续提升，滑模

整体提升之后，宣布一层大楼完成。经

过激光检测，楼层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完

全符合标准。

“听到宣布滑模成功的消息后，工地

先是瞬间的寂静，接着欢呼声响起，工人

们喊叫着、拥抱着，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

起。”王毓刚说着，眼眶就湿润了。

就这样，从最初7天一个楼层，逐渐

提升到6天一层、5天一层、4天一层，到

了19层之后，达到3天一层，最快时候是

2天半一层，而且质量完全合格。“深圳速

度”诞生了！

1984年3月1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正在广东省深圳特区建造的国际贸易中

心大厦目前正以每三天一层的速度上

升。这座大楼建设速度之快，创造了国

内大型高层建筑的新记录，达到了国际

同类建筑的先进水平。

“当时工地的工资是‘上不封顶，下

不保底’。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我们

负责人的工资都低于一线工人。”王毓刚

感慨地回忆，“大厦封顶时，项目部买了

两排250米的大鞭炮，从楼顶直挂下来，

足足燃放了40多分钟。”

如果用“敢闯”来形容建设者们在深

圳特区前期发展的话，那么“敢创”便是新

时代公司在深圳发展的关键词。中建集

团在深圳的城市建设中不断探索新兴的

建筑技术、模式，用高速度打造高品质建

筑。

中建二局华南公司承建的位于深圳南

山区的腾讯滨海大厦是腾讯新启用的全球

新总部。这座现代化的智能建筑内部相当

于一座垂直城市，由两栋塔楼和三道连廊

组成，寓意“互联互通”。

如何在两栋超高层中架起总重量相当

于埃菲尔铁塔的三座钢结构桥梁？要打造

这样独特造型的建筑，就必须有创新的技

术。建设中，中建二局采用了液压同步整

体提升技术。“这就好比用一个巨人之手，

把已经在地面组装好的连廊直接提升到高

空。”项目经理朱早孙向记者解释这项新技

术。“不同于过去小体量的低空提升，这次

体量大、高度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项目

引入 BIM 技术，通过电脑模拟了整套施工

流程，确保提升精准度。今天 BIM 技术已

经推广普及，在2013年，使用BIM技术还是

新鲜的探索。”

在深圳，创新已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

文化气质，融入到深圳人的血液和骨子

里。刚刚毕业一年的深圳本地小伙黄嘉民

是深圳坪山会展中心项目的一名技术员。

他所在的项目是中建二局在坪山区的一次

创新尝试。作为该区首个EPC装配式项目

正在创造新时代的“深圳速度”——占地8.7

万平方米的会展中心建设工期仅8个月，比

同类项目工期快了3倍！

“施工现场上万个构件，每一个构件安

装在哪里？光靠人脑记肯定不行，我们每

个构件都有独特的二维码身份证，扫一下

就知道它的信息，该去哪一目了然！”黄嘉

民提起项目的这个“新招”颇为得意。

从40年前初创时期受惠于国家外贸政

策的小渔村，到今天举世瞩目的全球科技

创新之都，建设者们与深圳城市共同成长、

相互成就。传奇仍在继续。

❶当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正进

行滑模施工

❷如今，夜色下被璀璨灯光照亮的深

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 梁冬青/摄

“深圳速度” 人前风光，人后从来不容易

亚洲第一 “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

敢为人先 从“深圳速度”到“深圳精神”

❶❶ ❷❷

■苏昕晖■王毓刚

●1979 年 4 月 5 日，中央

召开工作会议，第一次

提出试办“出口特区”。

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

行试办。

●1982年，深圳市政府开

始筹建国贸大厦，最初

的目标就是，建一座在

全国，乃至亚洲都数得

上的标志性建筑，建设

国贸大厦其中一个意义

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改

革的决心。

●1992年，深圳市政府在

全国率先组织土地使用

权的国际招标，向国内外

企业公开拍卖，香港一家

公司以 1.4 亿多美元的高

价一举中标，创下了当时

深圳的地价之王 ，地王

商业大厦由此而得名。

●1980至1990年间，深圳

特 区 共 完 成 建 设 投 资

181.7亿元，共完成竣工建

筑面积2206.3万平方米。

（4、5版图片由受访

单位提供，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