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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不嫁测绘郎，嫁了测
绘郎夜夜守空房”，这是测绘圈
子里流传的一句话，也是测绘人
的真实写照。在淄博高新区，有
一家不为大家熟知，但在业界却
实力雄厚的测绘公司——— 山东
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在退伍
老兵董其军带领下，这个团队从
最初6人创业到拿下青岛地铁5
条线测量、监测等项目；从宁肯
亏损300万也不肯偷工减料到项
目验收一次通过率居榜首。董事
长董其军荣获了第六次全国模
范军队转业干部，其团队也多次
在项目验收中获得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罗静

放弃“铁饭碗”

走上创业路

199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董
其军从部队转业，按照其正营的
级别，他可以选择进入机关、端
上“铁饭碗”，但是他毅然踏上需
历经千难万险才有可能成功的
创业之路。“我聘了一个也是部
队转业到地方的退伍军人，又招
了几个技校的学生。总共6个人，
创业资金只有6万元，也没想别
的就干了。”董其军说。

一辆摩托车就是董其军创
业路上的“小伙伴”。无论是见客
户还是去项目现场，他一直在路
上。2000年底，董其军的座驾由
摩托车换成了一辆面包车。随着
赚到第一桶金，董其军的业务逐

渐走出了淄博，扩展到了聊城、
济南、北京等地。

敢想也敢干

在新领域拓展业务

2009年，《青岛市城市快速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09-2016
年)》获得国家批复。轨道类项
目设计寿命是80-100年，是国
家重点监管的项目，对参与建
设的团队要求特别高。青岛地
铁招标在即，董其军看到了进
军新领域的希望。首次面对轨
道工程类项目的挑战，董其军
敢想敢干的军人激情迸发了出
来。“没有做过不要紧，我们可
以学习，可以请专家来培训，可
以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成功
的人和团队都会有第一次，要
是怕了就永远不能在新领域拓
展业务。”董其军说。

在项目尚未招标前，董其
军就带领其团队开始备战。请
专家讲课、学习标准、在全国范
围内招聘技术人员、项目经理。
在项目竞标的前一夜，董其军
和他的团队仍在一遍一遍的修
改标书。“第二天一早9点就开
始招投标，前一晚22点左右团
队成员发给我最终审核的版
本。”少说也有三百页的标书，
董其军一点一点仔细审核，有
错误的重新修改、打印，转眼一
夜熬过去了。最终，董其军及其
团队中标青岛地铁3号线的第
三方监测项目。

此后，董其军及其团队陆
续中标青岛地铁2号线第三方
监测，1号线、4号线和8号线第
三方测量以及施工控制测量。
目前由董其军及其团队监测的
2号线、3号线已建成通车。在建
设过程中，董其军及其团队对
施工精度严要求，连续多年被
青岛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
青岛铁道集团有限公司评为青
岛地铁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并
受邀参与青岛市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多项地方标准的编制。

赔钱也不降标准

赢得了市场认可

2012年，董其军及其团队
承担了章丘标段的集体土地使
用权确权任务。但由于工期拖
长、标准调整而导致综合亏损
300万元。“当时这个标的是690
万元的合同，我们有70多个人
同时在这个项目上干活。光各
种人工、设备等开支就达1000
万元。”董其军说。有人给他建
议，可以稍微降一降标准，少赔
一点钱。但董其军毅然拒绝了
这个建议。“数据有一说一，不
精准、不精确容易引发各种问
题，我们的工作来不得一丝一
毫的偷工减料。”董其军说。

董其军及其团队坚守质量
标准，保质保量，圆满完成确权
任务。由于董其军的认真和底
线意识，章丘标段的这个项目
作为优秀代表，顺利通过省里

的验收。此后，董其军及其团队
也在济南打出了知名度，获得
了济南市场的认可。直到现在，
他们在济南测绘市场仍占有很
大份额。

一年接上千个项目

5年累计纳税2600万

目前，董其军创立的山东
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已有员
工400余人。自2013年以来，该
公司年均纳税产值在8600万元
以上，最高实现产值1 . 37亿元，
纳税额达到2600万元。一年下
来，小到几百元的单子、大到千
万元的项目，累计有上千个。公
司业务遍及省内主要地市及广
东、天津、北京、贵州、河北、新
疆等省市。

据团队成员孙成军说，“我
们员工都有带薪年假，但团队
的‘领头雁’董总却没有假期。
平时他不是在公司就是在出
差。他跟我们员工打电话的时
间和次数比跟他女儿通电话的
时间和次数都多。我们都是董
总手把手教出来的。”

通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
董其军及其团队荣获国家及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国家
金奖银奖等64项。董其军本人
也荣获第六次全国模范军队转
业干部，第五次省模范军队转
业干部。面对骄人的成绩，董其
军说，“成绩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树
立的目标和标准，测绘容不得
一丝一毫的作假。雄关漫道真
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杨志强 马楠
杨丽 毕文卿) 为加大对世界
杯足球赛期间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的查处力度，淄博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于5月25日至7月
15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8次
酒驾醉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据统计，8次全市集
中整治行动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37万余起，其中酒驾1141
起、醉驾155起。

其中，7月9日晚上20时

52分，王某在酒后驾驶车号
为京PX***2的小轿车，顺世
纪路由南往北行驶到昌国路
路口时，遇到执勤民警设卡检
查过往车辆，在面对民警递来
的酒精测试仪，酒精含量检测
结果为54mg/100ml，属饮酒
驾驶。而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
发现，王某曾在2016年8月因
酒后驾驶被查处过，此次再犯
属于“二次酒驾”。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王某
属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将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
1 0 0 0元以上2 0 0 0元以下罚
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当晚20时54分，颜某驾
驶号牌为鲁C8***5的二轮
摩托车，顺世纪路由南向北行
驶，当至昌国路与世纪路路
口，被执勤民警拦下接受检查
时，发现颜某身上有很浓的酒
味，民警立刻令其下车接受检
查，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 ，其 数 值 达 到 1 0 8 m g /
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随后民警带其到张店区中医
院进行抽血检验，其检测值为
117 . 95mg/100ml，属于醉酒
驾驶，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据统计，淄博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先后组织了8次全
市集中整治行动，从严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37万余起，其
中酒驾1141起、醉驾155起、毒
驾3起、假套牌45起、报废车上
路行驶92起、涉牌涉证17810
起。

世世界界杯杯期期间间全全市市查查处处酒酒驾驾千千余余起起
一驾驶员“二次酒驾”将被吊销驾驶证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马
玉姝) 16日，齐鲁晚报记者从
张店区傅家镇获悉，目前淄博
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北辛文化
类型遗址——— 浮山驿遗址，将
于今年筹划打造成为遗址公
园，目前正在规划设计图纸。园
区总占地面积约230亩，遗址保
护范围面积6万平方米。建成
后，将成为具有科研、教育、游
憩等功能的文化游园。

浮山驿遗址于1978年被发
现。该遗址位于浮山驿村南、孝
妇河北岸的台地上。现存遗址
为东西长220米，南北宽230米，
遗址核心区面积6万余平方米。
文化堆积厚4—6米，遗址地面
暴露有许多陶片，为夹砂和泥

质红陶、灰陶，以红陶居多，纹
饰多为素面。收集的石器有铲、
斧，陶器有鼎、罐、钵等。同时包
括龙山文化陶片，周代豆盘，汉
代陶罐、板瓦及唐代瓷碗底等。

“经淄博市文物局的专家
鉴定，从遗物特征分析，这些工
具应用于北新文化和大汶口时
期，最早可追溯到7500—6100
年前。”浮山驿村书记李超介
绍。据悉，浮山驿站遗址于1984
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1992年被公布为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了解，遗址公园以重要
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
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
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

面将拥有重要意义。目前该公
园规划分为历史遗迹、科普教
育以及农业采摘三个主题，公
园内设置游览步道、文化墙、

遗址展览馆、花木绿地等项
目，通过展馆、水系、绿化、夜
景灯光等景观元素组合，形成
展示路线。

张张店店浮浮山山驿驿遗遗址址将将建建文文化化游游园园
占地约230亩，包括历史遗迹、科普教育及农业采摘三个主题

本报7月16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边增雨 王东升

牛钢) 一驾驶员无证醉驾
发生事故后潜逃，4年后被抓捕
归案。

2014年4月29日，刘云(化名)
无证驾驶一辆轿车，与陈飞(化
名)驾驶的轿车相撞，致使车辆
受损。案发后，经相关部门鉴
定，刘云属醉酒驾驶。随后，陈
飞将刘云起诉至淄博高新区法
院要求民事赔偿，经法院审理
查明，判决刘云负事故全部责
任并赔偿陈飞经济损失6140
元。刘云却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最终潜逃，被淄博警方通缉。

今年7月，刘云被淄博警方
抓获并移送至检察机关起诉。
在该案件审判前，淄博高新区
法院三名法官提审刘云并向其
家人说明此案件情况，刘云对
法院判决的拒不履行行为供认
不讳，并在家人的配合下当场
交付执行款项。随后，法官依法
对刘云危险驾驶案公开审理，
刘云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
一个月十天，并处罚金六千元。

无证醉驾出事故

潜逃4年被抓获

浮山驿村出土的石器。

董其军的绘测团队靠坚守质量标准闯出一片天地。

挂 失

本人张静 (身份证号：
37030219780203112X)丢失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恒大正承世家6
-2-1202认购书收据联编号
0001211，金额：贰万元整(小
写20000)，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张静 (身份证号：
37030219780203112X)丢失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恒大正承世家6
-2-1202认购书买受人联编
号0001211，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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