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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
结合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实际， 益娄高速公

司以科技创新为切入点，推广使用 10 余项新工
艺，通过一系列精细化管理目标和新工艺流程，
建立了涵盖设计、施工、安全、监理的精细化管
理体系，解决施工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

———在跨潭邵高速、 跨益阳绕城高速共 5
座匝道桥梁时， 益娄高速在全省率先采用钢混
组合梁跨线施工。 原来需要 2 个月施工的现浇
箱梁现在只用了不到 2 天的时间。

———结合沿线典型的强风化花岗岩地貌，
益娄高速开展强风化花岗岩路基填筑研究，确
定了填筑技术标准、 填筑含水量范围及最佳填
筑工艺，保证了路基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针对煤矸石弃渣， 开展煤矸石路用性
能研究，有效解决了煤矸石占用土地、污染环境
的问题，节约资金 300 多万元。

———对复杂条件下花岗岩残积土大边坡雨
水致灾的机理与生态处治， 制定了新技术及施
工控制标准， 大幅减少了试验路段强降雨等复
杂气候条件引起的路域边坡失稳破坏事故，同
时不影响坡面的植被绿化效果。

———对益娄高速公路广泛存在的高塑性黏
土，采用包边法对膨胀土进行处治，保障了路基
稳定和沿线生态环境。

———对益娄高速公路隧道复杂的地质条
件， 发明了一种用粉煤灰 - 硅酸盐水泥混合物
的新型注浆材料， 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发明专
利。

———推行隧道照明智能控制监控系统，对
隧道照明和环境系统等隧道通行条件进行科学
合理、安全有效地管控，从而提高隧道运营管理
效率，大大降低运营管理费用和安全风险，提高
公路隧道运营服务水平和形象。

———提前谋划通车运营信息化管理， 开发
应用机电运维管理平台及 APP。 可做到统一设
备维护标准、统一机电设备台账、在线上报、审
核、验收全流程管理，为机电养护资金的科学利
用、规范机电养护工程管理，提高机电养护质量
提供了保障。

益娄高速建设期间，不断涌现科技精品；工
程质量、精细管理、精湛技术、安全管理被不断
注入新的内涵， 铸就湖南高速公路建设的品质
工程、样板工程。

路，从这里伸展；梦，在这里成真。
益娄高速公路的开通运营， 翻开了湖南交

通新的一页，架起了沿线经济腾飞的快车道。 这
条飞架湘中北的康庄大道汇聚起三湘人民“敢
为天下先”的正能量，奏响了高速公路建设的动
人乐章，编织着潇湘大地的瑰丽长虹！

张颖 李雄

益娄高速公路的通车运营，书写着湖南高
速发展的新篇章，将开启沿线 107.886 公里土
地上的发展新征程。

听，2018 年的脚步近了。 沿着新高速，开
启新征程。那里，春天更早；那里，朝气更浓。出
发吧，向着 2018，向着希望出发！

串起一条旅游新走廊
益娄高速犹如一条灿烂的金线，串起沿线

四地一处处精美的旅游景点，形成一条全新的
旅游走廊。

益娄高速从益阳市赫山区出发，这里有丰
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胡林翼故居是全国唯一的
展示胡林翼生平事迹的专题馆；中共金家堤支
部陈列馆，记录了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发

展历程。
这里也有旖旎的自然人文风光：位

于沧水铺镇的碧云峰，山壑幽邃，岩壁
峻峭，佳木葱茏，瀑布飞流，又名“小庐
山”；羊舞岭古窑址，是湖南历史上规模
宏大、质地较好、品种齐全的古窑群。

沿着益娄高速前行，来到素有“美
人窝”之称的桃江。 这里山美水美人更
美，境内有桃花江竹海、浮邱山、桃花
湖、凤凰山、罗溪瀑布、羞女峰等风景名
胜 20 多处。 10 万亩连片的桃花江竹海
则是镶嵌在桃花江这片热土上的一颗
闪亮的绿宝石。

继续前行， 进入宁乡境内的中国
首个周文化主题公园宋城炭河古城。 景区既
有简朴庄严的宫殿庙宇， 又有喧哗热闹的市
井老街，处处编钟古乐、诗礼周风，仿佛三千
年前的时光再次复活， 无不传递着来自遥远
年代的文明气息。

结束了与周文化的浪漫邂逅，再去湘乡拜
访伟人毛泽东和开国大将陈赓、 谭政的母
校———东山书院。

参观过书院的大堂之后再往左走， 就是当
年伟人学习过的大教室和自习室。 教室旁边的
石子路上，毛泽东曾经借着微亮的晨光早读。 一
代伟人从这里走出韶山冲，踏上革命的征途。

从益娄高速娄底经开区收费站出高速，可
到达“新潇湘八景”之一的水府旅游区。区内山
清水秀、风光旖旎、生态环境良好，大小岛屿星
罗棋布，享有“天下水府、人间瑶池”之美誉，是
观山赏湖、休闲度假的绝好去处。

助推经济发展新引擎
益娄高速公路延伸到哪里，哪里的产业就兴

旺起来。 物流、人流、信息流，在沿线畅快流动。
益娄高速成为益阳赫山区南部对外开放

的门户大门，将吸引更多企业与区内的龙岭工
业园、粮食产业园进行贸易往来，对改善当地
居民出行条件、繁荣旅游经济、推动区域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宁乡来说， 益娄高速公路的建设，不
仅是完善宁乡大交通网络和改善西部基础设
施的举措， 而且在宁乡着力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西线工业走廊、全域旅游景区和群众幸福
家园的新征途上，将发挥重要作用。

宁乡青山桥镇田心铺村是一个边远乡村，
如今益娄高速宁乡段心田互通的出口直接连接
该村，拉近了村里与长沙、娄底、益阳的距离，当
地希望将农业休闲、 农产品加工以及物流产业
等项目引进来，进一步完善当地产业结构。

益娄高速湘潭段全部在湘乡境内，将极大
增强长株潭地区辐射湘中的能力，推进湘乡西
北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湘中崛起正当时。 随着益娄高速的开通，
作为娄底东部新区建设主战场的大埠桥办事
处，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开发建设力度持续
加大，湘中物流园奥莱小镇、水府庙湿地公园
（影视基地） 等一批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物
流、休闲旅游项目即将建设。

益娄高速的通车，如同一条“吸金带”，将
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沿线聚集，
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张颖 李雄 肖兴国 李爱民

在湘中北这块富饶秀丽且充满灵气的沃土
上，一条“巨龙”蜿蜒而过：龙首，是“鱼米之乡”益
阳；龙身，是“乡土安宁”之城宁乡和“湘军”辈出之
地湘乡；龙尾，是“湘中明珠”娄底。 它的名字，就是
益（阳）娄（底）高速公路。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这条横卧湘中北四地
之“巨龙”腾飞起跃，实现沿线千万百姓多年来的
夙愿。全长 107.886 公里的益娄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后，湖南“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中京港澳高速
公路和二广高速公路之间新增一条直接连接四市
的南北向“大动脉”。 益阳和娄底两市之间车程由
2.5 小时缩至 1 小时， 湘中北群众的出行得到极
大改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等将“汹涌而至”。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自 2015
年全面开工以来， 益娄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处处跌
宕着建设者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和轰鸣的机械声。
来自大江南北的建设英豪，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用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实干精神， 以天堑变坦
途、大道筑峥嵘的豪迈气势，开山筑路，一路向前！

飞架湘中北 逐梦谱新篇
———写在益娄高速公路开通运营之际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时间追溯至 2013 年。 此前由于资金问题

一直未实质性开工建设的益娄高速公路，由
BOT(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
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 项目变更为
政府投资项目。

接过旧摊子，新组建的益娄高速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面临着一连串复杂、棘手的难题。

难题一，由于前期遗留问题多，项目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等均未完成，且征拆政策和实物
量数据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益娄高速成为当时
同期、同难度在建项目中概算最低的项目。

难题二，益娄高速经过益阳、长沙、湘潭、娄
底四市 16 个乡镇， 且 80％以上经过沿线经济
发达地区或城乡结合部， 是湖南高速建设史上
跨行政区域最多的一个高速项目，征拆难度大，
协调工作任务非常重。

难题三，益娄高速 6 处跨铁立交（4 跨洛湛
铁路，上跨和下穿沪昆高铁各 1 处），且与益阳
绕城高速、长韶娄高速、潭邵高速三处枢纽互通
相接，是湖南高速建设史上跨铁路桥、跨高速公

路枢纽施工频率最高的高速， 平面交叉施工组
织难度非常大。 全线共设立 11 个互通，平均每
9 公里就有 1 个互通， 是湖南高速建设史上互
通设置最多的单条高速。

难题四，施工地质复杂。益娄高速沿线路基
地质状况差，全线土质多为全风化花岗岩、膨胀
土等，极易出现偏压、坍塌、渗水、下沉、开裂等
施工隐患；沿线地形起伏大，山高谷深，桥隧比
高，地质条件差，安全隐患大，环保及景观要求
高，便道拉通困难；项目路线穿越溶洞、熔岩发
育等不良地质地段较多，高墩桥梁多，施工组织
和安全管理难度极大。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多、施工组织难度大、地

质复杂、协调难度大等许多困难，益娄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唐前松豪情满怀：“时间
就是资源，速度就是命令，我们等不得，更拖不
起，唯一的态度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

是的，益娄高速人没有望而却步！他们迎难
而上，务实创新，高效组建团队，砥砺前行破解
征拆难题，确定了项目建设总体思路，科学制订

了项目的总体实施计划和工期安排， 确保工程
建设快速推进，为项目前期工作争取了主动。

他们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顶层设计上见智
慧，在察秋毫而动泰山的见微知著处用心力，以
铁心肠抓安全、铁面孔抓质量、铁手腕抓进度的
“三铁行动”狠抓项目建设，开创了益娄高速公
路建设的新局面。 他们打造以“三低”（低消耗、
低排放、低污染）“三高”（高效能、高效率、高效
益）为特征的高速公路建设新模式，创新驱动，
提质上档，创造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
陷”、环境“零污染”的好成绩。

迷人的彩虹出自大雨的洗礼， 丰硕的果实
来自辛勤的耕耘。 在益娄高速公路建设的工地
上，每天都能看到这样一群辛勤的劳动者：他们
在晨曦中踏露而行，在骄阳下挥洒汗水；万家灯
火时，他们披星戴月而归；寂静深夜处，他们以
工地为床，以天空为帐，与星辰为伍。

复工后的益娄高速建设工地， 处处可见大
型机械平整土地和建设者繁忙的身影， 好一派
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好一场决胜湘中北的逐
梦之战！

高速公路建设，涉及建设单位、沿线群众的
方方面面，时间长、任务重、工期紧、压力大。 尤
其是征地拆迁，被称为“第一难事”。

面对复杂的建设环境， 益娄高速公司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遵循，贯彻“造福一方”
的工作理念，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探索人性化
征地拆迁、路地共建、和谐拆迁新思路，密切配
合当地政府协调征用土地工作，逐户实地查看，
政策宣传到家， 解决征地拆迁户的合理诉求和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公司领导班子带领项目协调人员走进荒山
野岭进行红线放样、实物丈量；走村串户，用心
与拆迁户沟通，搭建“连心桥”，以理服人，以情
动人，把思想工作做进老乡心里去。 同时，帮助
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和出行困难。 全线先后为群
众修筑便道 50 余公里， 修建公共设施 20 处，
危房改造 30 处，为贫困家庭捐款助学 20 多万
元。

在益娄高速征拆过程中，“桃江速度” 被当
地群众交口称赞。

益娄高速途经桃江县灰山港镇 6 个村。 仅

用了 22 天时间，该路段便完成红线内征地面积
1152.99 亩，拆迁房屋 70 栋，涉及拆迁户 120
户， 创造了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单个项目征地
拆迁最短时间纪录。

这一奇迹，如何做到？
以人为本、和谐征拆，是赢得“桃江速度”的

根本。在益娄高速征拆过程中，益阳市、桃江县、
灰山港镇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以主人翁的态度
推动征地拆迁加快开展。 政府对涉及群众的一
厘地、一棵青苗，都必须有业主单位、县指挥部、
镇、村、组、征迁户六方签字确认。路地两方挨家
挨户宣传拆迁安置政策和补偿标准， 用真诚化
解拆迁群众的疑虑和困难。

灰山港镇周家潭村村民刘方安， 在广州打
工时听说自己的房屋要拆迁， 立即回家另选地
基砌房，可途中资金出现短缺，建房停工。 得知
刘方安家庭困难后， 镇政府干部王胜强带着自
己的 1 万元存款，借给他用于拆迁中的生活费；
村干部邓炯将自己 2 万元现金送到他手中，借
给他作安置费。 益娄高速公司人员多次登门看
望，以情动情。2014 年 9 月 8 日，刘方安率先在

全镇签下第一份房屋拆迁协议书， 于 9 月 25
日拆迁了房屋。 在他带动下，全村 700 多亩征
地的农户提前签下协议书。

同舟化作共济，共济方能致远。益娄高速公
路征拆的每一寸土地，都始终贯彻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

在宁乡市沙河镇 10 公里征拆范围内，益
娄高速公路指挥部副指挥长刘爱军， 用脚步丈
量每一寸土地，怀揣一个“情”字赢得征拆户的
信赖。

码联村拆迁户刘石连，系村上低保户，妻子
残疾，还有一位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幼小的儿子，
他们坚决不同意拆房。 刘爱军每天下班后都要
绕道到他家里去看看，嘘寒问暖，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 情到深处，赢得了刘石连夫妻俩的信任，
愉快地签了合同。

在益娄高速公司、施工单位和益阳、长沙、
湘潭、娄底四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益
娄高速公路顺利全面开工建设， 在一条宽阔的
坦途上昂首前进。

2017 年 4 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在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调研时强
调，要主动拥抱科技，来个数据“头脑风暴”。

5 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省政府常
务会议上要求， 要积极推动新技术和信息化手
段应用。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对交通运输信息化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破解交通运输发展新课题，省交
通运输厅新一届党组班子快速行动、全面部署、雷
厉风行。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周海兵一履
职， 就将加快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作为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一手抓建设，一手
抓管理。全省高速公路系统主动拥抱科技，更新观
念，创新办法，落实责任。

益娄高速公司早在项目启动之初， 就不断
寻求技术创新，以信息化手段应用于人的管理、
廉洁管理、安全管理。

公司在机关和工作站驻地安装“人脸识别”
考勤机，实行早晚两次“人脸识别”考勤。 人事部
门可以从联网系统后台软件中随时调取查阅考
勤记录， 对人员签到、 签退时间等情况一目了
然，按月汇总统计考勤情况。

2017年 6月,益娄高速公司在贯彻落实省交
通运输厅从业人员履约情況“专项行动”中，进一
步细化相关流程，在原有公司“刷脸”考勤基础上
向各施工单位全面推进。 7月底，益娄高速公路对
土建、路面 19个施工单位、4个监理处实施了“人
脸识别”考勤系统全覆盖，并安装了“人脸识别”考
勤管理终端，建立了信息查验平台，实行信息化动
态管理，建立起监督到位的长效管理机制。

为从源头上杜绝拖欠工资现象， 益娄高速
公司在全省首创实名制“工号卡”管理农民工。
所有施工场地的农民工必须登记、佩戴胸牌“工
号卡”后，才可作业。“持证上岗”的每位农民工

还每人拥有一张银行工资卡。 农民工工资明细
由施工单位的农民工管理系统自动生成， 并经
监理、业主核对监管后才能执行，有效避免了拖
欠、冒领现象。

自 2015 年至今，益娄高速公路未发生一起
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劳务纠纷。

党风廉洁建设可否也来一场大数据的“头
脑风暴”？

益娄高速公司敢为人先，不断优化“互联网 +
纪检”模式，在全体参建单位推广“制度 +科技”廉
洁风险防控系统，将全线的设计变更、计量支付、
资金拨付等七大块工作全部纳入系统， 按流程执
行，实现了制度约束“刚性化”、信息公开“透明
化”、审核程序“标准化”、全力监控“智能化”。在湖
南高速公路《关于建设项目制度 +科技廉洁风险
防控系统运行工作督查情况的通报》中，益娄高速
纳入系统运行的业务工作合格率为 98.02%，风险
预警处置率经整改后已达 100%。

安全是始终不可逾越的红线。 智者防患于
前，愚者灭灾于后。

益娄高速公司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创新推出施工“安全精准化
管理系统”。 运用“互联网 +”模式，通过手机移
动端、PC 固定端“两大端口”，实现项目安全信
息化管理提质升效。

该系统的运用大幅提高了益娄高速安全管理
的信息化程度与科技化水平， 在湖南高速公路建
设历史上率先实现了安全生产的精准化管理。 上
线运行以来，把各类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阶段。
益娄高速公司全线在建项目的各级风险源都处于
安全受控状态，犹如编织了一张牢不可破、无懈可
击的安全网， 成功创下了无一起重大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的佳绩， 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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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娄高速宁乡段沩水大桥。

“铁军”益娄 砥砺前行攻坚万难“铁军”益娄 砥砺前行攻坚万难

“民本”益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本”益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智慧”益娄 掀起数据“头脑风暴”“智慧”益娄 掀起数据“头脑风暴”

“创新”益娄 科技引领铸就品质“创新”益娄 科技引领铸就品质

一条路“激活”一片城
———益娄高速助推沿线经济发展

益阳羊舞岭古窑址出土的青花碗。

益阳段灰山港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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