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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工程就是一场战役。

对这一命题，“佛扩人”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进行着最精彩的诠释

与演绎，他们的经历是最雄辩、最

权威的证据。

军不打无准备之仗。

项目前期，管理处统筹规划，

运筹帷幄，各环节逐一分析并制定

相应的解决方案，完善组织架构、

建章立制，保证了整场战役的有条

不紊和顺利推进。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面对无分流路径且极具挑战

的“珠三角地区高速公路改扩建项

目”，“佛扩人”不畏惧、不退缩，他

们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别人从未

走过的路，开创了一种独具特色的

“不分流交通，边通车边施工，始终

保持双向四车道通行”的高速公路

改扩建新模式———“佛开模式”！

“佛扩人”通过采取一系列有

效的交通管理和工程管理措施，将

扩建施工对主线交通影响降至最

低，在扩建施工期间，主线车流量

稳中有升。相比于三类以上货车分

流的“沪宁模式”，保持原有交通的

“佛开模式”为项目业主挽回了

13.42 亿元的营运收费损失，扣除
相应增加的保四车道通行的措施

费用后，间接创造了 12.80 亿元的
经济效益。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

益，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佛开模式”：走别人未走过的路
黄春兰 张红梅

不分流交通，边通车边施工，始终保持双向四车道通行

伟大的意义，就是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

“佛扩人”是平凡的，就像高速公路上的一粒小石子甚至是一粒尘埃，

但他们有着执著的创新精神与饱满的工作热情，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顺者凡，逆则圣。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不平凡，才有了诸多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才有了交通与施工同时进行的试验与创举，才有了改写高速公

路改扩建历史的“佛开模式”。

佛开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是平凡的，因为它与其它高速公路改扩建

工程并无本质区别。但正是由于“佛扩人”的勇于创新，才使得这条路显得

不平凡，使其成为一条创新之路，一条绿色之路，一条安全与和谐之路。

最重要的也许还不是“佛开模式”本身，而是这一模式所体现出来的

“佛扩人”的精神特质，即君子特立独行。他们没有重复别人走过的路，那

是一种简单重复，枯燥而乏味。他们选择了新的高度，向往新的境界，敢于

挑战自己的极限。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是人间大道之一，“佛扩人”没有偏离这

条大道。

古语云，修桥补路是在为世人造福，为自己积德。

“佛扩人”并不在乎福德不福德，他们只知道，要做事就要尽自己的最

大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做到近乎完美；他们只知道，安全高于一切，责

任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他们只知道，作为一个交通建设者，必须胸怀

爱心，包容他人，必须具备起码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正是这些意识和行动准则，使“佛扩人”在各项工作中，都是以诚服

人、以信服人、以德服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无声地书写着大爱，无形中感

染着他们身边所有的人，用厚德筑起了佛开高速坚实的路基。

也正是这种为他人及社会造福的信念，保证了征地拆迁这项矛盾集中

且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环节得以平稳顺利进行，保证了工程设计对地方规

划的充分尊重与让行，保证了受影响村民对管理处及施工人员以及工程质

量的信赖与放心，这种“民心”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因为它是无价的。

土扶可成墙，积德为厚地。厚德载物，“佛扩人”走在另一条大道上。

2012年12月26日，佛开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将按期完工并正式通车，
这是“佛扩人”经过四年的奋斗与拼搏，为珠三角及广东人民献上的最好

的新年礼物。

“佛扩人”为自己定下了“工程优质、环境优美、安全畅通、诚信和谐，

确保如期建成通车”的总体建设目标，并将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日常建设

管理工作中。

2011年，广东省政府正式出台《广东省生态景观林带建设规划
（2011—2020年）》等指导性文件，随后，广深、广惠、广韶、广湛（含广佛、佛
开、开阳三段）高速公路被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纳入2012年广东省高速公
路先行生态景观林带建设示范路段，须于2012年底完工并通过验收。

由于该项工程涉及多个环节，设计、招标、场地平整、覆土、绿化苗木

栽植等等，只有赶在7、8月份南方雨季之前种植完毕，才能确保2012年底
完成任务，时间紧迫，管理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并

制订了周密详细的计划安排，要求各环节间无缝衔接。

其中，最关键的是设计环节。3月份，管理处多次会同设计单位、咨询
单位技术人员对全线进行现场勘察，经多次修改完善后的初步设计文件

于3月31日成稿，并在第二天即4月1日就马不停蹄地进入会议评审流程。
吸收了会议各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后，设计和咨询人员再次对沿线各

互通立交、服务区等区域的土壤条件、土层厚度以及周边环境进行详勘。

4月26日，设计单位提交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根
据会议精神修改完善，设计单位于5月中旬提交正式施工图设计文件。

随后，招标、绿化场地平整及覆土以及绿化施工等工作相继有序展

开，并最终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圆满完成任务。为把项目建设成为绿色生态

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佛开扩建项目还采取多种措施实现节能减排，通过加筋土挡墙、

气泡混合轻质土路堤等新技术应用，节约了土地资源，有效缓解了经济发

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问题；通过旧路面铣刨再生技术、桥梁顶升技术，充分

利用原结构、原材料，既节约了工程造价，又避免了环境的二次污染。

牢记时代精神 建设绿色之路

黄春兰

大道之行
摸清了问题就等于锁定了攻克

目标，接下来就是如何破解这些难

题。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问题的

解决还需要群策群力，独木难成林。

李思清主任谈到：“我们通过建立由

政府主导的沟通协调决策机制，推

进征地拆迁工作及交通组织工作。

此外，我们还加大投入，有针对性

地成立科研课题组，融合高校、科

研院所的智慧研究解决扩建技术

难题”。

“佛扩人”紧紧依靠沿线地方政

府，通过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决策

机制，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达地区

高速公路建设征地拆迁难题。

2009年 4月 1日，地方政府部
门联合派出由 210多人组成的协调
工作组协助管理处安全拆除了影响

扩建施工的一堵围墙，为项目进一

步加快建设扫除了障碍。

交通组织管理也是一样，成立

了高级别的、有多方参与的管理机

构。

2009年 8月 14日，由广东省交
通运输厅和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联

合牵头的“佛开高速公路改扩建项

目交通组织管理机构”在广州正式

成立，通过这一平台，保证了与项目

业主、交警、施工单位及营运公司的

良好沟通与合作，保证了工作的顺

利推进。

此外，面对重重技术难题，“佛

扩人”自强自立，不断探索，积极开

展“佛开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关键

（成套）技术研究”、“佛开高速公路

安全与服务技术体系示范工程”以

及“北江大桥主桥顶推拆除及引桥

顶升利用关键技术研究”等三大科

研工作，不断推动各项技术攻关、科

技研发和工艺创新。

攻关取得了巨大成效，可以说

是硕果累累。

“佛扩人”在国内率先掌握了大

跨、长联桥梁一次性整体拼接技术；

成功研制了悬臂式长螺旋钻机，该

钻机可在不开挖原有边坡的前提下

进行斜坡桩基施工，避免填砂路堤

边坡坍塌，保持原有双向四车道通

行，获 2010 年国家发明专利；成功
研发了非接触式软土大变形位移

计，可在保持原有交通的条件下对

旧路软基沉降进行远程监测，获

2011年国家发明专利。
此外，“佛扩人”参与承担的国

家道路交通安全科技行动计划项

目———“国家高速公路安全和服务

技术开发与工程应用示范”研究工

作，在构建高速公路智能交通安全

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同时，成功研发

了中央分隔带防撞型活动护栏、吸

能式三角端防撞垫、吸能式护栏端

头等新型安全防护设施。

而“佛开高速公路北江大桥主桥

顶推拆除及引桥顶升利用关键技术

研究”，使北江大桥施工单位在广东

省内率先掌握大位移桥梁顶升施工

技术。

各项科技创新成果得到了业内

的一致肯定。2011年 3月和 2011年
11月，国家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
海涛、原副总工程师王玉先后莅临

项目检查指导，对项目的建设管理

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

2011年 3月，第五届全国高速公路
改扩建技术交流会依托佛开扩建项

目在广州市成功举办；2012年 9月，
广东桥梁学术交流会依托佛开扩建

项目在鹤山市成功举办。通过学术

交流和参观考察，项目研究成果得

到了较好的推广应用。

除了技术创新外，“佛扩人”还

不断进行管理创新。首次提出“保施

工安全、保交通安全”的“双安全”管

理理念，制订并强化“双安全”管理

制度。由他们编制的《高速公路改扩

建工程交通组织方案编制指南》，探

索总结出路基施工、桥梁拆除改造、

桥梁拼接、桥梁顶升以及路面施工

等一系列“双安全”交通组织方案。

切实有效的“双安全”管理工作为项

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并最终取得，在整个扩建施工期

间，未发生一例安全责任事故的成

绩。

此外，在广东省安监局、广东省

财政厅联合主导下，“佛扩人”还承

担起“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双安

全’管理研究与推广应用”的课题研

究，即将出版《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建设“双安全”管理工作指南》，为后

续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安全管理工

作提供借鉴。

一系列的技术和管理创新使佛

开高速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创新之

路。

“佛开模式”的研究成果将进一

步总结提炼，计划申报“中国公路学

会科学技术奖”和“广东省科学技术

奖”。

佛开高速，这条粤西南片区的

重要通道，连通着珠三角核心区

域———佛山与江门，是国道主干线

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1996 年 12 月建成通车，双
向四车道标准，全长 80公里。

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周边路网日益完善，佛开

高速公路交通量增长较快，日均车

流量在 2004年已达 5.5 万 cpu/d，道
路通行能力已呈饱和，严重制约着

区域经济发展，改扩建任务迫在眉

睫。

为了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全面提速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步伐，消除制约佛

山、江门两地经济发展的运输瓶颈，

佛开高速公路谢边至三堡段改扩建

工程全面启动！

项目于 2007 年 5 月获得国家

发改委核准立项，于 2008年 4 月获
得交通运输部初步设计批复，批复

设计概算 40.02 亿元，建设工期四
年。路线起于佛山南海区谢边，与

广佛高速连接，终于江门鹤山市三

堡，与刚建成通车的江肇高速相

接，扩建主线全长 46.6km，由原双
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设计

速度 120 公里 /小时。
项目建设对于提升佛开高速公

路服务水平，改善行车条件，增强珠

三角与粤西以及大西南地区的交通

联系，推动粤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项目被列为广

东省“十一五”交通运输重点建设项

目。

项目采取委托代建的管理模

式，由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委托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进

行建设管理，管理处作为广东省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派出机构，具体

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管理处成立后，随即进入战斗

状态，当务之急就是摸清情况，发现

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管

理处李思清主任对记者表示，经过

调查研究，管理处最后总结出了三

大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

难题之一是征地拆迁难。这是

目前所有高速公路建设中都会遇到

且是头号难题，而对于地处珠三角

经济核心区域的佛开高速公路扩建

项目，难度更大。从宏观层面看，近

年来国家政策对耕地和基本农田的

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而珠三角腹地

因为经济发达，土地早已不是一般

的稀缺，要想获得建设用地的难度

非同一般。从微观层面看，征地拆迁

会牵涉到众多单位和个体，各方都

不仅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都希

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协调和平

衡各方利益既要坚持原则，又需要

技巧。协调难度大。

难题之二是工程技术难。项目

位于珠三角平原水网区，河流密布，

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软基比重大，

互通立交密集，且存在路基拼接、桥

梁拼接等技术难题，既存在需拆除

重建的桥梁，也存在需顶升利用的

桥梁，工程技术难度大。

难题之三是交通组织难。由于

没有分流路径，只有选择在“不分流

交通，边通车边施工，始终保持双

向四车道通行”的条件下开展扩建

施工，交通转换频繁，管理处面临

着复杂且风险极高的“保安全、保

畅通”的管理压力。另外，交通组织

协调过程中涉及的单位、部门众

多，不仅协调工作量大，而且协调

难度也极大。

结合项目实际 分析存在问题

破解扩建难题 打造创新之路

施工过程中的佛开扩建项目

扩建后的佛开高速公路九江大桥

“诚信和谐”也同样写入了项目的总体建设目标，体现出“佛扩人”

秉承了广东省交通集团“担当社会责任，共享发展成果”的核心价值观。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扩建需要，需拆除重建一座跨高速公路

的地方桥梁，为便于当地居民出行，管理处同意在桥梁拆除之前为当

地村民修建一条长 900 米、宽 12米的水泥路作为临时交通分流道
路。但在修建时，管理处技术人员发现约有 170米路段的基底存在软
弱层未处理。

为确保村道的工程质量，管理处不惜代价，决定在未作处理的软

基路段换填 50cm厚片石进行加固处理。
“佛扩人”在处处为村民着想，但村民们心里仍不踏实、不放心，他

们派出两名村民代表，每天驻扎在工地上，监视着施工队伍的一举一

动。但几个星期过去后，他们再也不来了，因为代表们发现管理处的工

程技术人员来得比他们早，走得比他们晚，懂得比他们专业，管得比他

们细心，他们自然也就放心了。

同样，为早日实现 325国道、滨江大道与佛开高速公路的全面对
接，改善地方路网结构，解决当地居民出行难问题,“佛扩人”通过增加
投入、周密计划、精心组织，仅用 12个月就提前建成原计划 24 个月
工期的大雁山互通立交，就在 2010年 3月 31日举行通车典礼的现
场，闻讯而来的当地一位老汉对记者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佛扩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架起了一座又一座桥梁，

赢得了一场又一场战役，向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又一份满意的答卷！

担当社会责任 铺筑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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