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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安全管理 打造品质工程
——中交四公局江玉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施工纪实
段成钢

2015 年 10 月，交通运输部副
部长冯正霖在全国公路水运工程
质量安全工作会上提出了打造
“品质工程”的新理念。交通运输
部党组书记杨传堂在 2016 年全国
交通运输工作会上指出，要提升
基础设施品质，推行现代工程管
理，开展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
提升行动，
努力打造“品质工程”。
作为江玉高速公路全线打造
品质工程的首批示范点之一，江
玉高速 TJ3 标车坝河大桥施工现
场采用标准化建设，配套设备软
件设施齐全。施工现场张贴醒目
标识标语，时刻提醒着我们。桥
梁班组标准化建设为品质工程奠
定了坚实基础。
建章立制 规范班组管理
车坝河大桥桥梁班组施工经
验极为丰富，一支标准化、专业化
且施工能力过硬的队伍，誓要在
贵州这块土地上留下辉煌足迹，
一起为打造品质工程而努力。

班组实行“6S”管理：整理、整
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涉及
内容贯穿整个施工过程。每月对
班组和个人进行考核，采取合理
的奖罚措施来提升工人的工作积
极性和责任感；通过定期组织观
看安全警示教育片和品质工程宣
传片等方式，强化工人心中的安
全意识和品质工程概念。
一分制度，九分执行。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桥梁班组从人员
登记和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培训
抓起，严格按照制度狠抓落实，班
组长组织班前集中调查，了解员
工的精神状态，并对班组成员进
行安全提示，班后由班组长带领
工人对作业现场进行清理，做到
工完料净场地清。
班后交接由交接人员把当班
的设备运行、器具的安全状态、卫
生环境等情况向接班人员交代清
楚，接班人员一一进行查验确认。
班后小结由班组长组织，对
当天工作任务和安全作业情况进
行小结，对做得好、表现突出的成

员予以表扬，对存在问题、违章作
业的情况提出批评，并提出改进
意见。
如今，这种“6S”管理模式已
成为桥梁班组的常规动作，变成
了班组成员的自觉行动。
从严管理 狠抓质量和安全
从钢筋加工制作开始，严格
按照图纸设计尺寸下料制作，对
于加工好的半成品钢筋分类码放
整齐方便取用，并采用上支下垫
的方式避免钢筋锈蚀。
每次合模前，模板工人要对
模板进行打磨，对变形模板及时
调校，模板拼缝和吊装孔处通过
贴止浆条防止漏浆等质量通病问
题。模板使用前首先进行试拼
装，多次调整减小拼缝处的错台；
对于一些细微无法调整的错台，
使用玻璃胶让其表面平整光滑。
模板表面涂刷水性脱模剂避免混
凝土粘模，梳齿板多点定位确保
其线型美观顺畅。
为了控制施工质量，提高施
工效率，项目部总工、技术员和班

组 成 员 集 思 广 益 ，积 极 推 进“ 四
新”技术和“微创新”技术，达到了
“成本降低、负荷减轻、工效增强”
的目的。在工艺过程控制中，微
创新 1 项，申请专利 2 项，新设备
引用 1 项。
项目部建立了“313”安全管
理架构，即“项目部-工区-协作队
伍”三级安全管理体系，一个核心
是以项目负责人任组长的安全领
导小组为核心，三个一线管理层
面即形成“专职安全员全面监督、
技术管理人员一岗双责、群众安
全员一线管理”的立体安全监督
网络，使安全管理贯彻落实到班
组施工过程中，各级安全管理人
员从人身安全、临时用电、机械设
备和特种设备操作等方面严格把
控，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确保桥梁

施工顺利进行。
以人为本 加强班组文化建设
在日益提高的标准化施工和
品质工程建设要求下，班组文化
建设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桥梁班组坚持以人为本
的原则，强化自身文化建设，促进
品质工程建设水平和能力的不断
提高。
江玉高速 TJ3 标车坝河大桥
桥三班组作为江玉高速公路项目
的参建者，他们在品质工程建设
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继续前行，并
用一丝不苟、敬业奉献的工作态
度，以严格的标准践行着品质工
程的要求，为打造一条让老百姓
走得安全、行得顺畅、用得舒心且
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高速公
路而添砖加瓦。

重信守诺！他们用 1800 个日夜诠释信诺
——中交一公局二公司温州区域中心温州大道东延项目施工纪实
谷霆烨

1 月 1 日，新年第一天，伴随着
最后一节钢箱梁原位吊装成功，
中
交一公局集团温州大道东延项目
跨沈海高速主线桥顺利合龙，
标志
着项目关键节点目标圆满完成，
为
新一年的施工赢得了开门红。5
年，1800 多个日夜，从“十三五”到
“十四五”
，
中交一公局二公司温州
区域中心温州大道东延项目的建
设者用 5年的光阴推动一座隧道动
工、
一条 3 公里多市政道路的建设，
践行一份
“重信守诺”
盟誓！
温州大道东延工程西起钱江
路，东至温强线（现状茅永公路），
上跨沈海高速互通区，穿过前岩
山隧道，终点处与温州大道东段
相接，全长约 3.63 公里。其中沈
海高速跨线桥左右幅采用钢箱梁
步履式顶推的方式，最大跨径 80
米，全桥钢箱梁长度左右幅共计
784 米，重约 9000 吨。温州大道东
延项目作为温州市重要的民生工
程，对解决状元片区和浙南科技
城的交通压力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面对工期紧、任务重、难度大
的实际困难，
项目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24 小时不间断施工，优化施工
工艺，
积极创新思维，
多措并举，
通
过导梁整体滑移、
增加高速进出口
等措施，极大地缩短了施工工期，
确保顺利完成节点目标。温州大
道东延项目钢箱梁合龙的完成，
意
味着沈海高速跨线桥即将架通，
鼓
舞了全体参建人员的士气，
为保质
保量完成全线通车的目标增添了
信心。
6只拦路虎 3.6公里寸步难行
走南闯北、纵横四海的中交
人，
没想到追梦的脚步会困在这短
短 3600 米。2015 年底，温州区域
中心中标温州第三条东西干线

——温州大道东延，
曾令中心全体
建设者鼓舞，
入主温州 5 年，
他们在
这个市场越战越勇，总投资约 12.7
亿元（建安费 7.5 亿元）、工期 3 年，
包括投融资、设计、建设、施工、运
营等的东延大道 PPP 项目，
无论单
价还是模式都值得挑战。
但接下来的推进难度却远超
预期。短短 3.6 公里线路，经过大
片厂房、2 条河流，一座大山、一条
高速和十几条地方道路。特别是
前沿山隧道，
虽只区区 800多米，
却
盘踞了6只拦路虎——空前地逼近
运营轻轨 S1 线，同时还涉及石油
库、
粮库、
某军用弹药库房、
高压铁
塔、老金温铁路废止“5 道雄关”！
就是这 6 只拦路虎，让中交人奔走
了1800多个日夜。
首先，
项目与运营的S1线最近
处不到 60米，
新建道路隧道施工与
既有轻轨如此接近，
这在全省尚无
先例，
该怎么实施、
循何种规范、
炸
药用量都得从头摸索。
仅仅其中施工安全协议的签
订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6 大雄
关，5 个安全协议，全部要专业的
第三方机构出具安全评估可行性
报告，铁路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
再修改施工爆破专项方案，专项
方 案 再 审 批 ，一 次 次 的 评 估 、评
审 、方 案 、协 调 ，光 资 料 就 有 一
屋子。
与石油库的沟通同样艰难。
项目离某石化基地最近不到 40米，
需拆除该石油库 8 个 5000 吨储量
的大油罐中的两个、
废掉其山体内
战略储备油库通道，
并征用其消防
通道用于洞口临建，
才能满足施工
要求，
这等于
“伤筋动骨”
了整个石
化基地的功能结构！
而与高压铁塔、
军用弹药库房
等的协调，
每一个都是硬骨头。在
一次次资料准备、一次次碰钉子、
一次次三顾茅庐、
一次次越挫越勇

中，5个寒暑悄悄溜走了。
艰难日子里 身兼数职保障工资
很多事情并非项目部的主动
性所能及。比如老金温铁路的废
止，
它何时废，
隧道何时才能启动，
但废止时间是项目部无法控制的，
这 关 系 到 整 个 城 市 建 设 、交 通
规划。
与之相似的，
是项目模式的变
化，
2015 年该项目是作为 PPP 项目
中标的，但到 2017 年，随着国家对
非运营道路 PPP 模式的收紧，
只得
改成提前回购，
又让项目推进一波
三折。
这期间，项目部从未停止“突
围 ”，但 每 一 条 路 都 山 重 水 复 ：
“2017 年我们试探性推进了一次，
因征迁不到位，很快就停了；2018
年 8 月正式开工后，又因资金问题
停工6个月。
”
一位坚守了5年多的建设者告
诉笔者：
“这个项目真的很难，
政策
处理难资金也难。
”
最难时，
工资也
发不出。项目没进度款，
但员工工
资不能久拖，
幸好有温州区域中心
在，
项目间可以相互支援：
“我们管
理人员都是身兼数职，
在做好这边
前期对接、设计征迁同时，到中心
其它项目兼职，
由其它项目代发工
资。
”
事实上，
当时他们的本职工作
也是千头万绪，
前期对接单位就达
69家……
除却面对资金短缺的不等不
靠，他们在施组上也打破常规：分
段施工分段验收。政策处理一经
解决，
生产立马跟进。于是在温州
大道东延 3.6 公里上出现了这样一
幕：
龙腾南路至耐宝路已具备通车
条件、山河南路跨线桥还打桩、耐
宝路至温强路刚进场、
茅竹岭隧道
正等着进洞……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是中交人
的现实使命，在这 3.6 公里上也成
了他们无惧困难的精神象征。

快马再加鞭 决胜人民满意交通
2020 年 10 月 22 日，
继中粮、
海
军、
高压电力铁塔、
中石化 4 大安全
协议签订后，
温州大道东延最后也
是最艰难的一份安全协议——S1
线安全协议终于签订，
标志着茅竹
岭隧道征迁基本告捷，
此时距 2019
年 4 月协议工作启动已过去 1 年
半，
距项目中标已近5年。
与此同时，在龙湾区政府等
的强力推进下，全线政策处理都
在快马加鞭，目前，剩余征迁主要
集中在标头厂房集中段落和隧道
西 侧 增 补 范 围 ，2020 年 底 全 部
清零。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争分夺秒
抓生产，前面 5 年只完成产值三成
左右，接下来的一年要完成项目
70%的工作量，相关施工计划早已
紧锣密鼓排出：2020 年 12 月完成
沈海高速跨线桥主体结构，
2021 年
3 月建成甬江路至龙腾路段、
7 月隧
道贯通、
12月全线建成通车……
5 年蛰伏，温州大道东延终于
“舒展双翼”，伴随的是克难攻坚、
决战决胜的铿锵士气。短短800米
的隧道，为了保工期，将实行双向
对打；东延线真正的施工难点，更
在跨甬台温高速互通施工，
场地狭
小，运输受限，无法多设备同时作
业，
推进速度受限；
更棘手的是，
互
通区交通量巨大，不能封道，只能
在车流密布的高速公路上空作业，

为确保运行车辆安全，
项目部与设
计单位反复比选，
最终采用了工艺
复杂但安全性更好的钢箱梁步履
式顶推法。
顶推法工序繁琐，
特别是上跨
甬台温高速主线最大跨径达 80米，
技术难度更是几何级剧增，
顶推过
程钢梁、导梁容易变形，且与跨越
道路净空小，
又受当地软土地基影
响，须对顶推过程精准计算，严控
钢梁高度，
并随时调整顶推速度和
方向，
防止钢梁侵入跨越道路发生
危险，
大刀阔斧的施工就这样变成
了画画绣花的试探，
每次顶推只能
前进几十公分。
既要分秒必争，又要小心翼
翼，
顶推每一步推进都是建设者们
意志与技术的严峻考验。但目标
在前，
“战友”在侧，比起之前一腔
抱负无处施展的日子，
他们已经觉
得好太多。
走在温州大道东延，
一个疑问
缠绕笔者：
“用 5 年的时间，做一个
施工准备，值吗，有多少青春在这
里改写？
”
带着这一疑问，
笔者走访了许
多中交人，被问到这 5 年最难过的
是什么时，
回答无一例外是：
“一次
次跑协调，一次次没进展，不知何
时能真正启动、
不知项目会不会黄
掉。
”
被问到是否想过放弃时，
却一
个个直摇头。也许，作为中交人，
守信重诺已融入他们
“血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