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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广东

出车巡查

T3标梅花 2号隧道出口

标准化是指在经济、技术、科学
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
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
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
会效益。标准化是制度化的最高形

式，可运用到生产、管理等方面，是
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国内外
众多成功企业的实践证明，搞好标
准化管理工作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我国
的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直到近年来

才开始步入标准化的轨道。先行者
们在实施标准化的过程中尝到了甜
头，标准化可以最大限度提高工作
效率和管理水平，有效控制成本；可
以确保提供统一的产品和服务，获
得最佳的规模效益；通过建立标准
化体系和运行机制，通过复制输出，

最终达到品牌增值。
至今，标准化已不可避免，已然

成为高速公路建设行业不可逆转的
潮流。在2012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
会议上，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作
报告时强调，要加强建设市场监管，
深入开展高速公路施工标准化活动，

推广典型示范工程经验，提高工程质
量和耐久性。国家交通运输政策也明
确表明：高速公路是公路工程的重
点，标准化是促进高速公路建设和管
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之一。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作为
广东省高速公路业主单位之一，在

高速公路建设和营运管理方面敢于
探索、推陈出新，先行先试，其辖属
的广乐高速公路项目和湛江分公司
致力于高速公路建设和营运管理的
标准化建设，使标准化管理覆盖高
速公路勘察设计、施工生产到运营
管理全过程。

广东高速：标准化的探路者
张红梅 本报记者 黄春兰

管理标准化是指在管理实践
中袁 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为
根本目的袁 以管理领域中的重复性
事物为对象而开展的有组织的制
定尧发布和实施标准的活动遥
工程建设过程的标准化保障了

工程质量袁 而在高速公路实施营运
标准化管理则是实现规模效益尧打
造营运管理品牌尧 抢占市场先机的
有效途径遥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湛江

分公司于2005年12月成立袁 受委托
负责茂湛和渝湛路段174.5公里的收
费尧养护尧路政管理和服务区监管等
工作遥2010年底袁又受委托负责湛徐
高速公路114.3公里营运管理遥至此袁
湛江分公司营运管理里程达288.8公
里袁 是广东省目前最具规模的营运
管理公司之一袁 也是广东省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在运营标准化管理方面
的试点单位遥
说起湛江分公司的标准化探

索袁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袁他就是湛江
分公司经理张广穆遥 而开展高速公
路营运标准化研究袁 对他来说既是
偶然也是必然遥当时袁广东省营运管
理标准化的研究和实践已有所尝
试遥例如院集团实施的叶高速公路营
运管理规范曳袁统一了营运公司各项
资源配置标准遥2005年集团制定了
收费窗口野文明服务五要素冶袁各个
收费窗口实现了统一尧 标准的文明
服务遥
那时候张广穆经常到真功夫吃

饭袁 善于思考的他注意到真功夫的
扩张速度非常之快袁 又联想到全球
知名餐饮连锁企业麦当劳袁 蓦然发
现其中的诀窍万变不离其宗袁 那就
是野标准化冶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
曾说院把菜炒好吃不难袁把菜炒得一
样的好吃那是最难的遥 而麦当劳和
真功夫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对食品尧
服务及用餐环境进行标准化并将其
大量复制遥
有了思路就寻找出路遥 张广穆

说干就干袁 开始做高速公路营运标
准化的课题研究遥野当时的情况袁用

内外交困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遥外
部环境对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有无实
施标准化的必要存在一片质疑之
声袁 湛江分公司内部也因为开展这
一课题碰到诸多困难有些气馁袁甚
至有人劝我放弃遥冶提到当时不为大
家理解的情形张广穆至今感慨万
千遥但是袁喜欢跟困难较劲的他还是
于2009年5月正式启动了标准化课
题的研究遥那一阶段袁一向雷厉风行
的张广穆自嘲成了野祥林嫂冶袁为了
寻求更多的支持袁 他逢人就讲标准
化袁从必要性尧重要性到可行性袁简
直成了标准化的宣讲机遥

2010年4月袁经过标准化课题研
究人员120个日夜的奋斗袁焕然一新
的叶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标准化手册曳
渊第三稿冤问世了遥这一从借鉴野麦当
劳模式冶而开展研发的课题袁构建了
湛江分公司营运管理标准化体系袁
其内容涵盖高速公路营运管理的全
部细节遥 对高速公路营运管理行业
而言袁其指导意义可以媲美叶麦当劳
标准化管理手册曳遥一个新的营运管
理公司袁从筹备到开业袁从资产购置
到人员招聘袁 从员工培训到文化建
设袁均可参照执行遥

为了有效推介湛江分公司营运

管理标准化体系袁 张广穆看完研究
课题定稿后袁连夜执笔撰写了叶麦当
劳的野标准化冶启示曳一文袁简介湛江
分公司探索营运管理标准化的历程
以及标准化管理的主要成果袁 该文
发表后并在叶中国高速公路曳等多家
专业杂志转载遥

发布尧试点尧宣贯尧落地实施袁之
后的一切水到渠成遥

湛江分公司着手在茂湛尧 渝湛
路段全面铺开标准化管理遥 结合工
作实际不断修订办事流程袁 逐步完
善标准化体系遥全面实施以来袁共计
优化完善了信息报送流程等15个办
事流程曰完善了数据管理员等5个岗
位工作标准曰 新增养护站机电管理
标准等15个工作内容标准曰 新增信
息发布流程等5个办事流程遥 同时袁
通过对OA尧HOS等系统的升级改造袁
将其纳入办公网络操作流程袁 以信
息化手段固化标准化管理遥

以公路巡查为例袁 标准化体系
中对公路巡查职责尧内容尧过程及高
速公路病害发现尧识别尧报送尧处置
等工作环节都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标
准和处置流程遥 明确了路政人员对
路面尧结构物尧公路沿线设施技术状
况的巡查职责袁 并设定了公路沿线

设施尧路面尧桥涵结构物等检查标准
共30多个遥巡查过程中袁对路政人员
要怎么看尧看哪里尧看到什么情况要
停车曰检查公路病害时要怎样检查袁
检查哪些项目等都加以细化规定遥

还用标准化的方法提炼了高速
公路路政巡查停车作业安全五要素
三部曲遥对路政巡查停车作业的具体
操作流程和标准进行分解和规定袁具
体分为停车靠前打好灯渊停冤尧观察清
楚安全下 渊下冤尧 预警来车摆设施
渊警冤尧快速处理指挥好渊处冤尧观察来
车再驶离渊离冤五个要素袁每个要素分
别又有三个步骤遥实施后大大提高了
路政工作的安全防范能力遥

2010年8月袁湛江高速在高桥中
心站尧 高桥路政中队和茂名收费站
进行的标准化管理试点袁 取得预期
效果遥 试点站队硬件设施配备齐全
规范袁站区面貌焕然一新曰人员配置
科学合理袁职责分明袁工作效率大幅
度提高曰各项制度可操作性强袁工作
日趋规范曰收费业务水平稳步提升袁
顾客满意度增强曰 人性化管理成效
显著袁 员工归属感尧 荣誉感增强遥

2010年12月袁 试点站队之一的高桥
中心站袁因管理规范尧业务突出被授
予全国野工人先锋号冶遥

之后袁 标准化管理在全司范围
内铺开袁 结合工作实际不断修订办
事流程袁标准化体系逐步完善遥全面
实施以来袁 共计优化完善了信息报
送流程等15个办事流程曰完善了数据
管理员等5个岗位工作标准曰 新增养
护站机电管理标准等15个工作内容
标准曰 新增信息发布流程等5个办事
流程遥同时袁通过对OA尧HOS等系统的
升级改造袁将其纳入办公网络操作流
程袁以信息化手段固化标准化管理遥

2010年袁 公司在湛徐开通筹备
时袁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开展各项工
作袁取得良好效果袁湛徐营运管理迅
速步入正轨遥 一是在开通前按标准
配置生产尧 生活设备袁 确保办公场
所尧生活区尧站场满足营运需要和标
识形象的统一遥 二是通过培训和采
取新老搭配尧以老带新的方式袁使员
工能够快速达到标准要求遥 三是根
据 叶湛江分公司长里程营运管理研
究报告曳袁长里程下养护尧机电尧路政

等业务管理采用了新模式遥 用标准
化的方法组织修订新模式下的管理
流程和制度遥

在接管湛徐的过程中袁 正是通
过标准化这一法宝袁 在短时间内顺
利实现了建设与营运的无缝对接袁
也正是得益于管理的标准化袁 湛江
分公司顺利实现了对其近300公里
营运里程的专业化管理袁 使得湛徐
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轨并达到较高管
理水平遥

2010年9月袁湛江分公司也借此
课题获得了第四届 野中国中小企业
创新100强奖冶遥

据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
运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袁目前袁广
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正根据试点
单位的标准化管理成果袁 研发适合
公司整体推广的标准化运营模式袁
在公司管辖的所有路段进行应用袁
并在全省推广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袁 标准化将
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全面铺开袁 张广
穆带领的湛江分公司作为高速公路
营运标准化的先行者袁功不可没遥

勘察设计标准化、工地建设标
准化、施工作业标准化、安全生产管
理标准化、项目干系人管理标准化，
这是广乐高速经过三年的实践和创
新，总结出的一套涵盖高速公路规
划、设计以及施工阶段质量、安全、文
明施工等各个方面的完整的广乐高
速公路工程管理体系标准化。在没
任何业内范本借鉴的前提下，广乐
人是怎样在短短两三年内摸索出这
样一套成熟的高速公路建设标准化
体系的？

在今年广乐高速公路项目举办
的一台晚会上，一个诗朗诵节目中
背景画面配上了项目施工过程中的
照片，画面中一个个在崇山峻岭冒

着生命危险抛洒血汗的身影感动了
在场所有人，不仅员工哭了，领导也
哭了。众所周知，每一条康庄大道的
修筑过程都充满艰辛。而广乐高速作
为高速公路建设标准化的第一批吃
螃蟹者，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难。

记者从广乐高速公路项目了解
到，广乐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投资
规模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公路工
程之一，是广东省在“十一五”跨“十
二五”期间规划实施的重点项目，也
是广东省新十项工程和高速公路
“六纵”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广东
省交通运输厅推行“双标管理”（标
准化管理、标杆管理）的试点项目。

同时，由于工程穿越广东省乐昌市
大瑶山自然保护区，地质环境极其
复杂，因此广乐高速也是国内最具
挑战性的公路项目之一，堪称“愚公
移山”。

标准化实施之初，广乐高速公
路项目受到很多不同声音的质疑。
很多人怀疑：标准化最后会不会做
成花架子，会不会沦落为作秀的管
理手段。

虽然面对各种质疑，但省高的
大力支持给广乐高速公路项目吃了
定心丸。在省高的支持下，广乐高速
公路项目坚持尝试标准化建设的探
索。“刚开始就先拿两个先行工程标
段做‘小白鼠’，把标杆立起来，把成

本核算等公布出来，大家就会主动
跟进。”公司管理层达成这样的共识。
随后，从项目的勘察设计环节开始，
广乐人开始了标准化的探路之旅。

没有前车之鉴，只能摸着石头
过河。

广乐高速公路项目由于路线过
长，全线被分为了三个勘察设计标
段。为了使标准化管理在勘察设计
环节得到落实，广乐的勘察设计人
员通过了解沿线的地质地貌特点，
指导项目全线三个勘察设计标段开
展设计工作，对一些施工步骤的勘
察设计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最终
使项目的总体设计思路、设计理念、

设计风格形成了有机统一。
勘察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灵魂，

勘察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决定着工
程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对工程质量、
线性优化和生态环保都发挥着巨大
作用。事实证明，广乐项目的标准化
勘察设计为工程的顺利开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广乐高速公路项目有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根据项目工程进展情
况，广乐高速首先在T4、T27标先行
工程施工标段实施工程建设标准化
管理。当时，工期紧、要求高，又恰逢
春节临近的情况下，两个标段克服
了重重困难和压力，较好地完成了
项目驻地及部分“三集中”建设，为标
准化建设在广乐项目全线顺利推广
起到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通过T4和T27两个先行标段项
目驻地、拌和楼、钢筋加工厂标准化
建设的实践，广乐公司及时总结经
验，继而在广乐项目全线推行标准
化管理。

广乐T5标，不仅合同期短，而且
施工难度大，技术难点多，对标准化
建设要求高，在短时间内按标准化建
设要求完成临时设施建设、集中拌和
楼布置和钢材集中加工厂建设等成
了项目成败的关键，因为这些设施的
正确选址将影响着工程的开局，进而
影响着整个项目的后续开展。

2010年6月份项目进场之后，项
目负责人肖海苑白天他带领员工们
顶着烈日到实地考察选址，晚上和
同事们一起计算、讨论设施的位置，
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工作了一个星
期，最终拿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既
能达到路程优化，又能够达到成本
最小化，同时还能让环境得到最大
限度的保护。良好的布局是胜利的
一半，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T5标
段不断总结和提高自身的项目标准
化管理水平，各项工作的开展均得
到业主单位和公司领导的好评、同
事的认可。在省质监站2011年度和
2012年度组织的三次在建项目综合
检查评比中，分别夺得全省第三名、
第二名、第五名的优异成绩，并在广
乐公司两年多来组织的各项劳动竞
赛活动中荣获过“质量优秀项目部”、
“标杆项目部”等荣誉称号。

在广乐高速公路项目，像肖海
苑这样的标准化探索者和实践者还
有很多。“质量是工程项目的基石，没
有质量一切都是空谈”。这句话不仅
常挂项目管理者的嘴边，在标准化
探索中也严格落实。他们在项目全
线推行严格落实首件验收制度，统
一组织标段互验，对施工全过程进
行跟踪检查，对重点分项、分部、关键
工序和隐蔽工程进行重点检查，确
保工程质量快速优质。

正是在这些一线探索者的努力
下，广乐高速公路项目在贯彻标准
化实施方面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广乐全长302公里的各个施工点，
除了在相关岗位实施监督标准外，
建设者们还广泛运用科技化手段，
为标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坐在
广乐高速公路业主管理人员的任意
一台工作电脑前，就可通过视频系
统对全线施工关键点进行监控。监
控系统集施工监控、人员精确定位、

人员动态管理、安全预警、灾后应急
和逃生、日常管理等功能于一体，使
管理人员能够随时掌握施工现场情
况，便于进行合理的调度管理。各项
目施工管理人员都表示，实施标准
化后，管理效率提高了一倍，而且对
项目的把控力大大增强。

就这样，在广乐高速公路项目
的各个项目部，按照“好字当头、快在
其中”的原则，全面推行高速公路建
设标杆管理，大力营造“你追我赶、争
先进位”和“比、学、赶、帮、超”的良好
氛围，高速公路建设管理、质量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形成
了一批优质工程，打造了一批优质
团队，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每个来工地视察的领导都说
“广乐的建设者们不容易，广乐高速
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标杆。”

今年5月份以来，广乐公司党总
支以开展抓基层党建创新“书记项
目”活动为契机，参照项目标准化管

理方法，大力推行党建精细化管理，
不断提高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标准化水平，为项目又好又快建设
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
织保证。

截止到2012年6月，广乐高速公
路项目投资计划完成情况较好，工
程进展情况顺利，预计2014年实现全
线整体通车。而广乐高速在勘察设
计标准化上的探路之行也使广东省
乃至全国高速公路建设有了可借鉴
的范本，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
另一个建设项目———潮惠高速公路
全面开始设计标准化研究，将设计标
准化工作向纵深推进。西藏自治区交
通厅、陕西省交通厅等多家单位纷纷
派人来广乐项目考察学习。

广行天下，乐善通达。广乐高速
的标准化探索成果也将在全国高速
公路系统中广行天下，而广乐高速
公路将成为名符其实的广东第一
路。

广乐高速———打造广东第一路

湛江分公司———运营管理显“真功夫”

T10标长基岭贯通

优质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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