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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集团是在黄岩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有限公司基础上变更而来，是全区公
路运输项目投融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的实
施主体。组建以来，交通集团以项目建设
为主抓手，围绕促开工、抓在建，全力打好
交通项目大会战，2017年全年交通投资量
超过黄岩交通“十二五”投资的总和，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为集团工
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04 国道黄岩民建至北洋连接线公
路、104国道长塘交叉口、S325省道延伸线
黄岩北洋至宁溪段公路、甬台温高速公路
连接线院桥至路桥公路建成通车，104国
道头陀至院桥公路、S325省道复线马鞍山
至后洋段公路、余姚至温岭公路黄岩段等

工程稳步推进。其中，104 国道长塘交叉
口、S325省道延伸线黄岩北洋至宁溪段公
路获全省“平安工地”建设“示范工程”称
号，104国道头陀至院桥工程工作组被评
为全区破难攻坚“狮团”集体，彰显了黄岩
交通集团“铁军”的靓丽风采。

“集团将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为
导向，到 2020年，104国道头陀至院桥公
路、82复线城区段、九龙街、204省道全线
建成；这期间，宁溪至朱溪公路、院桥至富
山公路、北城至头陀公路等一批服务民
生、服务全区发展的交通项目也将相继动
工建设。届时，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缓解城区拥堵状况。”区交通集团董事长
罗永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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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全市普通公路品质工程推进现场会暨交通重点工程立

功竞赛启动仪式在黄岩举行，104国道黄岩头陀至院桥段公路“品质工

程”创建工作在会上作经验交流，得到了全市交通同行的肯定。

104国道黄岩头陀至院桥段公路作为省重点工程，是黄岩“五纵五

横”大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岩交通建设史上迄今投资最

大、里程最长的项目。该工程总投资42.2亿多元，全长44公里，连接我

区南城、高桥、澄江、头陀、北洋、茅畲、沙埠和院桥等乡镇街道，预计

2020年完工。

工程开工建设一年多来，黄岩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区交通集团）主动适应国省道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新要求，认真

践行工匠精神，以“品质革命”打造“精品工程”，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

管理和过程控制，全力创建品质工程。

去年 6月，备受关注的 104国道黄
岩头陀至院桥段公路正式开工，由此
开始了高标准打造“品质工程”的征
途。为确保工程品质，区交通集团早在
工程正式开工之前，就已全面铺开标
准化建设。

如今，在104国道黄岩头陀至院桥
段公路的5个标段，标准化建设的举措
比比皆是，细节触手可及。无论是设施
完备、标化统一的项目驻地，亦或是形
成常态的“6S”管理，还是为了全面提
高工程建设技术管理水平，对钢筋加
工厂、梁板预制场、混凝土拌合站进行
的三集中管理，无一不凸显着该工程
对标准化建设的品质要求。

随着工程项目有序开展，该项目
还陆续采用了智能预应力钢筋张拉
机、移动式破碎机、“九台套”等一系列
国内外先进的公路工程施工设备、管
理理念。

在 4标，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社会的发展，钢筋加工厂建设标
准化程度越来越高，该标段项目部专
门成立QC研究小组，实施钢筋棚标准
化工厂生产，梁板集中化加工预制，
实现工厂化量产。随后，笔者了解到，

一方面，该标段积极落实“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将项目钢筋厂建设
成智能化、自动化、规模化的流水线
生产模式，同时推行安全防护设备设
施工具化、定型化、装配化。另一方
面，根据项目钢筋加工数量及特点，
钢筋棚划分为七个功能区。“通过流
水线生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
生产效率。各功能区隔离分区管理，
劳务作业人员变成产业工人，将每一
步钢筋加工步骤规范化、程序化。”该
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区交通集团对标准化的
追求已经深入到了各个标段现场的每
道施工工序中。由4标的预制梁场班组
发明的智能钢筋圆箍弯曲机，专门解
决以往手工用钢筋弯曲机弯制出的桩
基及立柱加强箍筋焊头不整平、不圆
顺，尺寸不准确等问题；桥梁预应力施
工采用预应力智能张拉设备，严格控
制有效预应力的大小及其不均匀度，
确保桥梁预应力张拉施工质量符合设
计和规范要求；压浆采用循环智能压
浆工艺，整个压浆过程采用浆液循环
方式排出管道内空气和杂质，不需要
人工开泵和手动补压……

在主线长达 30多公里的 104国道
头陀至院桥公路工程中，包含了2座特
大桥、6座大桥以及4座隧道，复杂的路
线构成及当地沿线多山的地质条件，
对工程施工的工艺水准提出了更高的
品质要求。

在3标的大礼岭隧道施工中，三臂
凿岩台车的运用得到施工人员的再三
肯定。据3标项目负责人介绍，大礼岭
隧道左右洞总长 4275米，开挖断面宽
度有 14.4 米，高度为 9.26 米，为双线
隧道。“三套钻臂为独立液压系统控
制，钻臂可伸缩，工作覆盖面积大，钻
臂间有工作服务平台，方便工人快捷
高空作业，柴油机供行走，行走灵活，
且采用独特液压平动臂使推进梁全
方位保持平行，系统还设有终点自动
停止冲击、自动防卡钎、感应水排渣
等功能。”该标段的负责人介绍，该机
械整机结构紧凑、重心低、机动灵活、

工作稳定，不仅提升安全保障和工作
效率，又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其
配备的智能控制系统，可实现车辆自
动定位、臂架姿态自动调整的功能，
可将提前设计好的钻孔布置图导入
凿岩台车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钻
孔。

对隧道施工工艺的精益求精还体
现在多个方面：湿喷机械手的运用提
高了施工效率；运用二次衬砌砼自动
喷淋养生，养护效果极为显著，提高了
混凝土养护质量；随机选取一片梁板
对其断面进行剖开，对其内部的混凝
土浇筑情况、压浆饱满情况进行现场
展示，充分展示梁板内部结构的施工
质量，保证工艺的合理性……正是这
一处处的创新，一项项精细技术的投
入使用，使得工程在施工进度快速推
进的同时，以最高水准保持着标准化
建设的品质需要。

处处是钢筋水泥的工地未免让人
觉得冷冰冰，但104国道头陀至院桥段
项目却不乏温情。自项目开工伊始，各
个项目部以党建引领项目建设，注重
人文关怀，完善工作生活环境，开展最
美班组创建，评选优秀工人；在工程推
进中，区交通集团践行“两山理论”，把
高质量发展理念真正融入到项目建设
中，按照美丽浙江、美丽台州建设要
求，坚持文明施工，促进环保措施落
实，创建绿色品质工程。

为充分发挥项目建设中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交
通集团开展“党建进工地，项目配书
记”活动，启动立功竞赛，调动基层
工人的积极性。目前，104 国道头陀
至院桥段公路工程 2 标段和 4 标段
都已建立了党支部。在党旗先锋引
领，立功竞赛的热潮中，各标段涌现
出一批具有实干先锋精神的优秀班
组及优秀工人，将他们有朝气、能吃
苦、肯战斗的精神面貌呈现在施工
一线。

同时，应运而生了一系列打造绿
色工程的施工手段，寻求工程与自然
的和谐进步。据介绍，在施工过程中，
工程尽量避免高填深挖，减少弃土和
借土，对取弃土进行专项设计，尽量节
约土地，保护耕地；大力推行先实施环
境保护再实施主体工程的绿色施工模
式，1标的隧道施工口实行路基边坡复
绿，实现同步开挖同步绿化，等到工程
完工，边坡就能呈现出一片成熟的绿
化景象；隧道施工使用雾喷机防尘，主
要施工便道口设置洗车池降低施工污
染。

在104国道头陀至院桥段工程，对
品质二字的追求从来不是保质、保安
那么简单，无论是工艺、技术、安全，亦
或是人文关怀与生态和谐，都是不可
或缺的施工要素。对于老百姓来说，这
个项目在未来不仅仅是打通黄岩西部
的一条交通要道，更将成为具有融合
生态路生态桥、景观路景观桥、旅游路
旅游桥、幸福路幸福桥等多重功能价
值的品质工程。

平安，是交通工程顺利推进的基础保
障。自入场以来，104国道头陀至院桥段工
程严密编织安全防护网，积极开展“平安工
地”创建活动，着力提升建设管理水平、现场
安全防护水平、作业人员教育培训水平，逐
步形成“平安工地”建设活动长效化、常态
化、规范化管理机制。

针对施工人员容易直接横跨桥面中央
分隔带的危险点，在分隔带采用安全绳网覆
盖的方式，固定距离设置可移动式通行通
道；建设安全教育培训基地，通过模拟现场
施工环境，针对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的点位进
行现实演示……

在做好硬件设施的同时，区交通集团成
立了平安工地领导小组，严格参建单位准入
制，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施工单位须具有
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在签定正式施
工合同时签定安全生产合同和廉政合同，相

关人员持证上岗。各个标段则根据不同的施
工内容、施工阶段，不定期对工人开展形式
不同的培训，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及安全素
养，促进普通工人向产业工人转化。在2017
年全省“平安工地”考核中，4标获省级示范
荣誉。

此外，区交通集团还将智慧科技纳入到
“平安工地”建设体系中来。在 2 标，一块
LED显示牌格外引人注目——施工现场的
风速、风向、温度、湿度、噪声，以及 PM2.5、
PM10等数据实时更新显示；各标段结合“互
联网+”无线通信技术，制作标段“名片”，在
各标段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放置二维码，只需
扫描二维码，就可了解该标段生产运行的整
体情况。同时，成品构件上粘贴包含构件生
产信息的二维码，通过扫描可及时掌握构件
的施工环节、操作人员等关键信息，保证了
交底的可靠性、全面性。

理念与管理相融，铸就施工标准化“范本”

技术为王，革新手段提升品质内涵

党建引领担当，夯实品质基石

牢记平安，科技护航筑牢品质保障

体制革新，承前启后锻造品质工程

（本版图片由区交通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