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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江玉的捍卫者
——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品质工程创建纪实
朱超文 吴赞

品质江玉的实现，
除了制度的
保障、执行的精准，还需要通过层
层监控严格把关，
进一步剔除工程
质量漏洞，
日常巡查、
专项检查、
定
期抽查、分部及分项验收，甚至是
频频出现的突击检查……多维度、
多导向的质检以确保各项工程质
量的呈现。
在贵州江玉高速公路TJ2标施
工现场，总有一群忙碌的身影，他
们固执敏锐，眼神犀利，标准制度
张口就来……他们穿梭在路基与
桥隧之间，时而路基填筑现场，时
而墩柱、仰拱身旁，他们就是品质
江玉捍卫者，
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贵州江玉高速公路TJ2标
青年建设者。因执着于不断提升
品质内涵，项目开工至今，江玉项
目先后获得全国公路工程建设劳
动和技能竞赛
“优胜项目”
“中交四
公局优秀项目经理部”
“江玉项目
公司优秀项目经理部”等荣誉，品
质工程推进工作得到业界的一致
好评。在荣誉与认可面前，
这群乐
于奉献的建设者仍在不断充实完

善自己，他们坚信，品质的实现需
要努力创造，
团队发展更需要勇往
直前的精神。
从无到有，
力推品质
2017 年 10 月 ，项 目 进 场 之
初，
项目经理张力就明确表示江玉
TJ2 标必须朝品质工程的目标进行
打造，决不能含糊，参与项目建设
的全体人员对品质工程的内涵要
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大家在工作中
对质量的严格控制要贯穿始终。
带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为
了更大限度地保证安全及工程实
体质量，
项目坚持
“空间占满，
时间
用足”的现场管理原则，紧扣 PPP
项目管理特点，
制定了一整套项目
创优实施方案，
并真正落实到项目
建设之中。三个同步，
即项目管理
与项目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同步设
立，
施工部署与项目形象塑造布置
同步展开，
项目工程管理与项目形
象塑造同步落实，
既保证了施工效
率，又保证了工程品质。四个重
点，
从管理架构预控、
方案预控、
成
本预控和安全预控四个方面着手，
优选最佳管理方式、
最佳施工组织
方案、最少项目成本投入、最大安

全系数完成，
确保各项工作处于可
控状态。
就这样，
通过这群可敬的建设
者们精雕细琢，
一段段路基雏形初
具，一个个桥墩拔地而起，一座座
隧道渐近贯通。
多维度，
力捍品质
对于品质江玉来说，
这份职责
是动力，是荣誉，是压力，更是责
任。作为品质江玉的缔造者，
他们
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品
质江玉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它
需一点一滴去控制。用项目总工
程师朱超文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来说：
“我们既要埋头苦干，
也要
脚踏实地，要端正自己的态度，用
心才能见微知著，将责任等同荣
誉，
捍卫品质，
保卫安全，
品质初心
不能忘，
质量安全放心上。
”
锱铢必较，为品质工程奠定
基础。在一次日常巡查时发现有
两片预制 T 梁外观局部存在小气
泡，朱超文当机立断，迅速组织召
开 T 梁外观质量分析会，会上通过
对原材料、工艺以及人工等原因
进行分析，终于解决了这一质量
通病，再一次提升了 T 梁外观质

量。在随即召开的 T 梁外观质量
总结会中，朱超文总结道：质量提
升就是要注重细节，品质工程的
建设离不开大家这种执着、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不断创新，
消除质量死角。随
着技术革命新浪潮扑面而来，
创新
基因同样传递和融入到工程建设
过程中。在生产例会上，
工程部长
吴赞提出隧道钢拱架验收合格率
偏低，原因是钢拱架弧度不好控
制，依靠传统钢卷尺测量误差大。
为早日克服这一质量难题，江玉
TJ2 标微创新小组历经 23 天的反
复推敲，
隧道钢拱架弧形量测扣尺
应运而生，
有效抑制了拱架验收合
格率偏低等问题，
最终弧形量测扣
尺入选 2020 年度贵州省“微创新”
成果奖。
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江玉 TJ2

标桥隧占比高达到 80%以上，
设计
变更较多、施工难度相应增加，对
施工进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
们没有以自然条件恶劣为借口，
面
对地质条件复杂，
围岩稳定性差等
诸多问题，
以及疫情发生后工人返
岗难、材料供应紧缺的严峻形势，
在困难面前他们毫无怨言，
想尽办
法靠前指挥，
抢时间、
咬进度，
要质
量，
最终江玉 TJ2 标在 2019 年全国
公路工程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中
斩获
“优胜项目”
，
项目经理张力更
是被评为
“先进个人”
。
江玉高速全线通车在即，
中交
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贵州江
玉高速公路 TJ2 标，用“品质工程”
打造江玉名片,“务实高效、履方致
远”
树立中交四公局形象,用独特表
达讲好江玉故事,努力开启
“绿色江
玉、
生态江玉、
智慧江玉”
新时代。

精细管理 打造品质工程
—— 中交二公局三公司贵黄八标项目施工纪实
韩辉 张新奇

贵阳至黄平高速公路，是《贵
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加密规划）》
及全省高速公路攻坚决战重点项
目之一。路线全长 119.957 公里，
贵黄高速公路是沪昆高速公路扩
容线其中一段。项目建设对完善
全省高速公路网络，
提升贵阳至长
江三角洲通道运输能力，
加快黔中
经济区建设、
支撑区域工业化和新
型城镇化进程，落实“大扶贫战略
行动、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贵黄八标项目由西向东起点
K49+700，终点 K57+300，全长 7.6
公里。该项目结合公司提出全经
营周期管理思路，
以进度管理为基
础，以成本管理为主线，
“ 以专业
化、标准化、数字化、精细化”为支
撑，
通过
“先策划、
后实施，
先首件、
后推广”等管理措施，把项目建成
品质工程、绿色工地、平安工地为
目标，
以贵州中交贵黄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公司“六个贵黄”发展理念
为依托，致力于打造“品质、平安、
绿色、
创新、
效益、
幸福”
工地。

品质贵黄
匠心是民族之本，
品质是百年
大计。贵黄八标项目自进场伊始，
以“工地建设标准化、施工作业标
准化”为途径，推进项目路基、桥
梁、隧道、大临建设等全方位施工
标准化，以工艺微改进、设备微改
造、工法微提升、管理微创新为突
破，
力创品质工程。
项目进场后积极组织相关人
员进行项目前期策划，针对项目
工程特点，对项目施工重点、难点

进行分析，制定可行性标准化施
工方案。项目坚持以人为本，全
寿命周期精细化管理和全面质量
管理理念，实现建设体现新理念、
管理采取新措施、技术得到新提
升、质量达到新水平、安全实现新
保障、环保取得新成就。着力于
隧道、桥梁、路基三大工程，以“抓
重点、抓基础、抓源头、抓过程、抓
细节”为抓手，将“精、准、细、严”
落实到施工作业管理的每一个细
节，不断提升项目作业精细化管
理水平。项目大临建设遵循经济
适用、安全环保、简洁美观原则，
场站建设遵循因地制宜、合理选
址、降本增效原则，结合“四化”的
行业发展趋势以“质量、安全、环
保”三要素为抓手，以满足项目施
工生产需求，确保建设管理有效
提升。

平安贵黄
项目安全管理以“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为指导，紧
紧围绕集团、局安全管理方针，用
心落实集团“十二到位”安全管理
指导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不碰红线、坚守底线，细化安
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主体责任
落实，夯实安全管理工作。以安
全管理标准化为导向，以优化提
升技术方案为切入点，以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为基础，以实现
安全零事故为目标，编制专项施
工方案、项目安全管理标准化内
业（外业）管理办法，指导、监督、
落实安全管理工作。项目坚持
“风险管控”，做到了在源头上杜
绝安全隐患，实现了项目零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

绿色贵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项
目谨记“头顶一片蓝天，共护一方
水土”的企业社会责任，努力做到
“保护环境山河美，持续发展事业
兴”的目标。项目大临建设、弃土
场选址遵循
“最少的破坏就是最大
的保护”理念，严格遵守国家和地
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
定，项目采取及时复耕弃土场、及
时做好桥面下绿植保护、
及时绿化
边坡等措施，
防止或减少植被破坏
和水土流失，
在施工过程中通过降
噪、除尘等措施减少污染，通过三
记沉淀池控制污水排放，
一次达到
项目环保管理目标。

创新贵黄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
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是中华民
族最深沉民族禀赋，
在激烈的行业
竞争中，
唯创新者进，
唯创新者强，
唯创新者胜。由于贵黄八标项目
位于贵州省黔南州，
项目绿化工程
高达 400085 平方米，且均为石质
边坡，
常规的喷播植草工法不能满
足项目施工，
项目经理高岗带领项
目技术人员攻克技术难题、
创新工
法，应用于项目石质边坡绿化，石
质边坡客土喷播施工工法通过中
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2020 年度公
路工程工法评审。

效益贵黄
效益是衡量企业进步的标尺，
检验项目经营水平的秤星。贵黄
八标项目以提质增效为主线，
科学

贵黄八标项目部

贵黄八标项目主线路基

配置资源，优化项目施工组织，加
强
“工、
料、
机”
管控，
降低水、
电、
油
能耗，项目在各办公区域、施工现
场、驻地大量安装智能监控系统；
钢结构采用数控加工设备；
砼拌合
采用定量配比智能监控系统；
在隧
道、桥梁、路基等工程采用专业划
分包队伍，大量运用机械化，力求
一次把事情做好，
既保证了质量和
安全，又杜绝了废料和返工现象，
提升了项目整体管理水平。
新年伊始，新冠肺炎急如星
火，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率领全国人民阻击了新冠肺炎疫
情的蔓延，
随着
“六稳六保”
政策的
提出，
经济发展也从暂停到重启再
到快进。期间，项目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
硬，两不误”指导方针，多管齐下，
严防严控，全面覆盖，实现复工复
产
“零感染”
。疫情防控期间，
项目
坚定政治站位，担当建设使命，为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幸福贵黄
贵黄八标项目建设者不忘
“品质初心”，牢记“工匠使命”，以
沿线人民对良好交通的美好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倡导“廉洁、文明、
和谐”的良好氛围。项目注重团
队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企地关系
建设，互动互融，形成“领导有正
气、员工有士气、项目有朝气”的
良好建设氛围。项目始终坚持以
党建工作促进生产，以建设成效
检验党建工作。项目成立“党员
先锋岗”
“党员示范岗”
“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以加快项目施工生
产步伐。每逢佳节，项目慰问地
方留守儿童、慰问孤寡老人，以此
建立良好的企地关系；组织员工
集体活动，以增强员工归属感、团
队幸福感、集体荣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