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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建设
河南省工程咨询协会 2019 年 9 月 23 日

★

凝心聚力铸精品 众志成城保开通

——中交一公局三公司 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动态

一、工程概况

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万滩互通式立交位于中牟县万滩镇南，与在建的

国道 G107 东移(官渡黄河桥)交叉处，根据郑州市十三五国省道调整规划，

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江山路至石何路段)已于 2015 年建成通车。该项目

作为 S312 的一部分，属于未实施的郑汴交界至 G107 东移段，项目终点与

G107 东移一期起点（官渡黄河大桥南引线终点）相交，终点向西与 G107

东移至四港联动大道连接线并线。

官渡黄河桥属于省重点工程、民生工程，省委书记两次莅临现场督导

工程进度，现场要求该工程尽快通车，为国庆献礼。因 G107 东移主线桥

连接官渡黄河桥南引线，如果该连接路桥无法通车，将造成官渡黄河桥通

行车辆无法通行。因此省公路局要求，为保证官渡黄河桥顺利通车，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 5 标 G107 东移主线桥必须保证按要求通车，中交一公局

三公司承建了该标段的施工任务。

该项目部以担当的社会责任感，秉承“固基修道、履方致远”的企业

使命，以“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为管理理念，项目领导班子亲临施

工一线督促施工进度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每天的任务量较大，项目全体管

理人员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通力协作，

协助项目施工并把任务落在实处；施工人员夜以继日奋力作战，在恶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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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情况下，发扬了中交一公局“自强奋进、勇争第一”的企业精神，凝心

聚力铸精品，众志成城保开通，为祖国 70 周年华诞献礼！

二、工程特点及难点

1、自然条件影响大。本工程地处中原平原区，地势平坦，周边多为

耕地，征地较为困难，导致施工便道及场地狭窄增加现场施工组织难度。

另外当前影响施工的外界因素较多，其中影响施工范围的包括东侧平行

G107 东移线新建一排 110KV 高压走廊及电塔 3 座，10KV 邦友专线一道，

数道通信电线及移动信号塔房 1 座及红线内堆放砖渣、建筑垃圾及坟地 10

座，影响该工程的整体施工。

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万滩互通式立交效果图

2、安全管控风险高。该项目是复合式互通立交与当地交通道路交叉，

前期必须设置安全通道进行交通管制，造成安全风险点多，保通措施要求

较高。同时本互通式立交共分三层，上下施工交叉作业，安全隐患风险高。

3、工期紧任务重。该工程 2018 年 10 月份开工，因环保等因素影响，

实际进入现场施工日期为 2019 年 3月份，目前要求 G107 主线 9 月底通车，

半年时间需完成：路基填筑 12 万方，现浇箱梁 8 联混凝土约 12000 方，

桥梁下部承台、墩柱、桩基混凝土约 16200 方，钢筋 4500t.钢绞线 420t，

沥青路面 51896 方，水稳碎石 136430 方。

4、扬尘管控压力较大。该工程位于郑州市周边，环保形势严峻，省、

市、县级环保、扬尘、大气办等部门经常进行巡查、督查，受政策影响，

项目环保管控压力大，直接影响整体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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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力打造平安工地，严格落实扬尘治理

1、安全管理目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人员责

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

制，辨识出项目的重要危险源，编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专项安全施工方

案及应急预案，开展风险预控。加强对特种设备及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管

理。

目前，该项目已实现现场无事故、零伤亡，安全管理制度化，并深入

开展“安全标准化工地”建设活动，创建“安全标准化工地”。

岗前安全教育 设置 360 度无死角洗车机

2、加强项目现场扬尘治理。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在措施上行动起来，

在投入上放开手来，所以为加强项目现场扬尘治理，目前累计投入防尘网、

防尘布 53.6 万平米，硬化场地道路 1.07 万平米，设置围挡喷淋 5400 米，

洗车棚 3 台，扬尘在线监控设备一套、现阶段项目洒水车辆 7 台，累计投

入扬尘防治费用 206.1 万元。

3、落实“八个百分之百”的要求。加强湿法作业、密闭运输、出入

车辆冲洗、场地清扫、扬尘检测，配备了环保降尘喷雾机、洒水车，成立

了扬尘治理班组，。特别是拌合站、施工便道、路基土方作业等重点部位，

要重点投入、动态跟踪、强化管理，打好蓝天保卫战，为现场顺利施工打

下坚实基础，保证 9 月底官渡黄河桥顺利在该工程主线桥通车。

四、推广应用四新技术，用先进技术引领生产

1、信息化

（1）推广视频监控系统。为了实时监控施工现场，更好的对整个工

程进行管理，项目将在全线主要施工现场安装视频监控，将实时画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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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输至项目监控室，以达到

远程监控的目的，随时掌握施工进

度及施工细节，对现场施工进行信

息化、精细化管理。

远程监控系统是一种动态化的

监控系统，通过安装在施工现场的

广角摄像头，依托互联网传输信号，

将实时采集到的图像数据传输网络

上，只要是经过密码授权的用户，

安装客户端软件后，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通过网络实时监测施工现场施

工情况，即使在出差路途上也可以通过手机上网对现场情况实现实时监

测，大大减轻日常管理人员的巡视工作量，使项目及上级领导部门的安全

监管打破地理位置限制，从而使监管工作更加方便、快捷、准确，并能对

突发事件做到迅速、及时反应。

（2）MDS 称重系统升级版的应用。系统将物设部、经营部、工程部等

部门的业务紧密衔接，贯穿项目整个业务流程，构建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

台。基于互联网、云服务为核心，融入先进的软硬件技术，结合项目的实

际环境，以最小的投资实现最大的收益。关键环节的操作与数据的采集由

系统自动完成，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公正性，对物料收发、拌合生产、段

落施工、工程核算等环节实现规范管理，为项目强化管控、提高效率提供

有力的支撑。精准的数据为决策管理提供实时、科学的依据，给项目降低

了成本，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助力项目的持续高速发展。

2、技术应用

（1）混凝土泵车润管剂应用。传统砼泵送前均使用高标号砂浆，对

泵车泵管进行润管。我分部在泵

送砼施工中采用了新型材料“润

管剂”对泵车泵管进行润管，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使用润管剂可显著提高混

凝土泵送能力，降低管道摩擦及

管道阻力，显著提高泵管的使用
回弹检测墩柱混凝土强度

安全质量智能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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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完全可以替代使用砂浆润

泵，减少工序，缩短作业时间，

具有阻锈、快捷、方便、环保、

降低成本等优点。

（2）护栏钢筋模架应用。

该项目护栏施工在施工中采用

钢筋模架施工工艺的基础上，进

一步进行了完善，不但有效的保

证了钢筋保护层合格率，提高了混凝土使用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同时大大

节省了人工，提高了施工效率，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辅助路面现场检测取芯机装卸车吊装设备应用。以往取芯试验

时，需 2 人进行操作即可，但取芯机上车卸车过程中还需配置 2 专人抬运

取芯设备，抬运至运输皮卡车环节中，容易发生抬不上去、抬不平衡、易

碰撞等潜在的安全隐患。采用本起吊设备后检测人员无需辅助人员，便可

以将取芯设备安全落地和平稳装车，不仅规避了抬运过程中对取芯设备可

能的损坏，且保证了检测人员的安全。本设备使用及维护成本较低，一次

投入便可使用至工程结束，对以后类似工程的检测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借

鉴作用。

（4）驾驶型双盘抹光机应用。驾驶型双盘抹光机又叫水泥收光机，

它的主要结构是一个汽油机驱动的抹刀转子，在转子底部的十字架装有抹

盘，汽油机带动抹刀转子从而使抹盘旋转，是一种混凝土表面粗、精抹光

机具。

①驾驶式操作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②整机重量

290KG， 加上驾驶人员的质量，

工工作重力使混凝土的密实度更

好；③双盘总体直径达到 189cm，

平整范围大，平整的效果好；④

低重心设计，整机具有良好的稳

定性： 机器式转向操作系统，反

应灵敏、控制轻松自如； ⑤设备

有照明装置，适用于室内和夜间路面取芯质量检测

现浇箱梁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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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该机还装有自动喷水装置，在局部混凝土塌落度较小时可以散水改善

混凝土和易性；⑥抹光机操作员座位下装有安全开关，如果操作员离开座

位，发动机立即停止运行，保证施工安全；⑦使用钢结构圆盘抹片收面，

提浆迅速，成品外观好。

五、落实质量管理制度，明确质量创优目标

省公路局领导莅临指导

项目将本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落实”的管理理念，以制度化管理、

精细化管理为手段，全面落实局及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我项目争取在技术

管理、安全文明管控、计划合约管理等方面打造工程亮点，展现中交实力

与风采。

（1）细化文明施工要求，建设标准化工地。由于项目之前在此区域

建设国道 107 官渡黄河大桥引线工程，项目已经适应郑州市高标准，严要

求的建设要求，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制定项目标准化施工手册，并从上到下

组成宣贯，建立标准化施工工地。

（2）高标准严要求，展现中交风范。争创国家级优质工程，努力达

到省级优质工程“中州杯”要求，提高企业社会信誉。

（3）质量目标。质量方针：

路桥为业，科技领先，管理增效，

优质取信。

质量目标：工序一次报验合格

率为 95%以上，分项工程一次合格

率为 100%，单位工程交（竣）工验

收合格率为 100%，无质量事故。全

段工程质量最优，出精品，无次品，

各类原材料符合设计要求，合格率

严格路基弯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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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各类检测资料齐全，砼试块强度合格率 100%，工程一次检查合格率

100%，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和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质量底线：工序报验一次合格率≥95%；有效识别和防范各种质量失

信风险，防范网络负面舆情况； 业主不投诉；不影响信用评价。

管理措施：贯彻执行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

严格执行合同要求；坚持“质量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全体员工

质量意识教育；制定项目质量目标，建立项目质量体系，使之持续有效运

行；健全质量管理制度，落实质量责任；加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切实落

实“三检制”，对工程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项目应

严格落实技术方案审批制度；项目应严格落实工序控制制度和技术交底制

度；项目应按月进行质量分析奖罚；项目积极开展公司级和省部级样板工

程、样板工序申报，积极落实首件认可制等；项目 严格落实推广“四新”

技术。

六、切实开展党建活动，深度融合工程建设

不忘初心开展红色革命教育 牢记使命召开劳动竞赛推进会

自郑州 S312 线 5 标项目党支部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党建服务生产经

营不偏离的“一盘棋”理念，紧密与生产经营、企业文化、职工思想实际

结合，充分发挥服务、保障、监督等工作职责，为施工生产起到战斗堡垒

作用。

1、深度融合施工生产。党支部开展 “以“克难关、提能效，确保按

时主桥通”为主题的劳动竞赛，促进各班组保安全、重质量、提速度、勇

担当。组织“扬先锋 固堡垒、攻坚克难保目标”活动，要求党员立足岗

位、党旗飘在桥上，确保树立一个党员一面旗帜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一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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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座堡垒的坚固效果；组织成立“应急”小组全程服务生产第一线，促

进生产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大党建“实”的工作作风，更是为按要

求通车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切实开展党课教育。认真执行公司党委下发文件要求，开展党支

部书记讲党课、下载学习强国、观看《港珠澳大桥》电影、录制我和我的

祖国快闪视频、在祖国成立 70 周给祖国送祝福等等，通过以上系列活动，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学

以致用，加深理解，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热爱祖国，为施工生产奠定坚

实的思想保障。

3、积极组织各类活动。通过集体生日、夏季送清凉、大干期间送慰

问品等活动，增添员工的归属感，激发职工与协作队伍的干劲，体现出一

种人文关怀；通过“拜师学艺”活动，积极发扬公司“传、帮、带”的作

用，为 2019 年的“提能增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支部也开展了新青年讲堂、五四演讲比赛、蓝

马甲等活动，激发了青年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翟朝旭 张雅欣 贾松锴）

打印：张春生 校对：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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