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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似玉带，自东往西，腼腆地蜿蜒
在“美人窝”里，忽而跨过资江，在百年
马迹塘故事中穿梭，让翘首东望、伏地
待跃的雄狮益阳多了丝温柔；

它如骏马，从益阳绕城高速牵上了
益常高速、长益高速，挽着二广高速，带
领湘中西部冲向长株潭地区及东南沿
海，为湘中崛起擂鼓助威；

它有魔法， 从濒临烂尾的 BOT 项
目摇身成为拥有全省唯一“平安交通示
范单位”以及“全国交通基础设施重点
工程劳动竞赛优胜单位”“湖南省重点
建设项目目标管理优胜单位”“省直机
关文明单位”“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目标
管理优胜单位”“首届湖南高速工匠最
佳项目公司” 等 60 多项荣誉的金色大
道。

它是益马高速公路，一条全线位于
益阳境内、 总里程 57.9 公里的东西向
快速通道。 2018 年 2 月 10 日，益马高
速建成通车，开山踏水飞架长虹，湘中
大地筑起通衢。

安全生产无小事， 必须警钟长鸣、
常抓不懈。

在益马高速建设的全过程中，安全
生产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始终被摆在
突出位置。

从一进场，益马公司便邀请交通运
输部科学研究院对全线桥梁、 隧道、高
边坡进行施工安全总体风险评估和详
细分解，为益马高速公路的安全风险管
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益马高速建设全线，益马高速工
程建设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管理

者、执行者，每一个人都从安全基础学
起，从安全基础做起。 正如公司经理付
学问所说：“安全生产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 它是紧握在我们手中的生命
线。 ”

走在益马高速建设现场，随处可见
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牌、机械施工安全
操作规程牌等。为提高参建人员安全意
识，益马公司充分发挥质安文化对高速
公路建设的引领、 宣传和示范作用，在
项目建设全线开展“质安文化进工地”
活动，让“班前安全讲台”“质安文化墙”

成为了各个工地上质量安全宣教的新
亮点。

公司请第三方公司开发自主编写
的《安全教育考试题库》考试软件，形成
了线下移动培训、线上集中考核管理的
多媒体安全培训模式。考试不合格者进
行培训，三次不合格者不得担任和从事
相关工作，真正从源头上和实际工作中
提高了从业者安全生产管理的业务水
平。

在高速公路施工中，隧道建设安全
风险极大。其中尤以掌子面实施爆破后
至初喷完成这一时段最为关键，常年来
始终未能解决“无法实施及时监控”这
一技术难题。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益马公司在全
省高速公路首创研发了一套全天候对开
挖隧道进行实时监控的安全风险可视化
监测预警系统。 该系统以 5秒 /次的频
率对围岩的稳定性进行扫描监测，能及
时发现围岩的形变。 红灯闪烁表示危
险、黄灯闪烁表示预警、绿灯闪烁表示
安全， 这些数据可迅速发送至业主、监
理、承包人的手机端，从而为现场施工
人员安全逃生赢得足够时间。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通
过全面强化安全生产管理，益马高速公
路建设过程中从未发生一起质量安全
责任事故，实现了安全“零事故”。

在 2017 年全省开展“平安交通”
创建活动中，益马公司成为全省高速公
路在建项目中唯一一家被评为“平安交
通”创建示范的单位。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
2014 年 4 月，彼时的益马高速，是一个

“烫手”的 BOT项目。 由于原民间资本资金
链断裂等各种复杂原因，该项目自 2010 年
举行开工动员会后，就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果不能在
2014 年 12 月 20 日之前动工， 益马项目所
用土地的有效性将自行废止。 到期后，土地
将会被国土部门收回，再用地就需要重新走
一套复杂而又漫长的程序审批，那样将极大
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临危受命的益马
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理付学问感
慨。

可当时留给付学问的时间仅有 8 个月。
在高速公路建设中，8 个月时间要将一个
“烂尾”项目完成从工可和初步设计获批，到
实质性开工，实属罕见。

开弓没有回头箭。 2014 年 4 月成立筹
备组后，付学问当即和筹备组其他成员兵分
几路、争分夺秒开展各项工作。 3 个月便完
成了工可和初步设计的批复；当年 12 月，率
先在全省高速试点征地拆迁“总包干”模式，
此后两个月内实现了红线交地， 且无上访、
投诉事件发生。

在 2014 年全省同期筹备的 8个高速公
路项目中，益马高速奇迹般地成为第一个实
质性开工的项目！

战鼓擂擂，旌旗猎猎。
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在严肃认真的

调度现场，处处都可真切感受到益马高速全
体建设者的责任担当， 他们时时刻刻在谋
划，分分钟钟在努力。

“凡事预则立，立则成。 ”20年坚守湖南
高速公路建设一线的付学问从不打无准备
之战，一开始就狠抓顶层设计，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各项工作层层推进、件件落实。一场
自上而下、全方位的高质量攻坚保卫战吹响
号角！

“甩开膀子干，遇到问题，找业主。 ”这是益
马公司给各参建单位的“定心丸”，也是提倡做

“服务型业主”理念的典型写照。
在益马公司，领导班子一致认为，要打造

一条对得起当地百姓的高速公路，就必须有责
任担当意识，做服务型业主，做到“主动服务、
科学服务、贴心服务”。

资金是保障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的重中
之重。以往，项目承包人找业主签字难、资金拨
付慢。如今，只要承包人要求合规，公司将确保
12 小时内把钱打到承包人账户上， 确保工程
建设资金到位和周转正常。

在益马高速的建设过程中，益马公司不仅
引领和督促各监理处、承包人大力推进标准化
管理与建设，全力当好“服务员”；千方百计组
织好材料供应，并广泛调查，反复筛选，确保最
低价格，最优质量，全力当好“后勤员”；对强行
参工参运、强揽强卖等影响建设施工环境的主
要阻工现象，全力当好“协调员”；还把办公地
点搬到施工现场， 现场指导解决施工难题，全
力做好“指导员”；更是积极协调拆迁户安置、
积极帮助群众搬迁、 制定炮损震损理赔方案、
做好水系路系恢复和文明施工，全力做好群众
“贴心人”，用责任与担当打造了一条对得起当
地百姓的高速公路。

“什么时候来益马高速施工现场，都能看
到业主的车。 ”这是省交通质安局来益马高速
调研检查后的感慨。

以人为本，是建设服务型业主的根本。
从业人员是合同的执行者，只有严格从业

人员履约管理，才能有效压实质量安全的主体
责任， 才能有效遏制建设市场的一些不规范、
不诚信的乱象。

益马高速将人员履约到位视作质量安全
这条工程生命线的起点，从项目开工伊始就对
人员履约管理高度重视、严格把关。 对拟进场
人员实行“笔试 + 面试”考核 ，对项目经理、总
工等关键人员实行长期考核，并对工作人员实
行 GPS 定位、人脸识别考勤。

2017 年 6 月至 9 月， 在省交通运输厅组
织开展的全省在建高速公路和重点水运建设
项目从业人员履约情况大检查大整治“百日专
项行动”中，益马项目在全省在建项目考核中
排名第一。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持续创新，充分发
挥“工匠”精神，争做“服务型业主”……这一项
项坚持和努力， 让益马高速实现了人与生态、
效率与安全、质量与品位、服务与效益的多方
和谐发展。

益马高速连续两年荣获全省高速公路目
标管理优胜单位荣誉，连续两年在全省重点建
设项目目标考核中名列前茅。

2016 年 10 月，交通运输部到湖南开展专
项督查，益马高速作为湖南省仅有的两个受检
项目之一，在全国高速公路在建项目中位居前
列，得到了部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

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时任副省
长张剑飞在调研益马高速公路时，对益马高速
打造品质工程创新管理和项目建设管理上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千帆竞渡谁争雄，“益”马当先踏征程。
为了这条腾飞之路早日造福沿线百姓，益

马人呕心沥血、风雨兼程、披荆斩棘，创造了湖
南高速公路建设的新典范，书写了湘中大地波
澜壮阔的动人画卷！

常抓不懈 树平安交通典范

“益”马平川 书写高速奇迹

以人为本��建服务型业主

益“ ”马当先跃湘中
———写在益马高速通车之际

步步精心 铸高质量品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高质量发展， 对工程建设提出了
更高要求。

“这就需要高速工匠精神，以精工
细作的态度来认真对待质量问题，细
节才能成就匠心之作。 ”益马公司总监
陈咏泉说，益马高速始终坚持高效率、
高标准、高品质打造百年精品工程。

高效率。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对
全线 1500 多根桩基桩长进行优化，调
整桩基 622 根，节约资金 380.5 万元。
按照因地制宜、节约投资、保证功能的
原则，对路基纵坡、隧道内纵坡、边坡
防护等进行优化，减少土石方 25 万立
方米。 通过优化设计，益马高速建设共
节省工程造价约 1.4 亿元。

高标准。 益马公司结合工程实际，
制定了富有“益马特色” 的标准化施
工。 每个合同段只建一个拌和站、一个
预制梁场、一个钢筋加工厂、一个试验

室、一个小型预制构件。 这种“五集中”
站场建设，要求遵循“源头控制，过程
管理，外委抽检”的原则，对未备案、不
合格的材料坚决不允许进入工地现
场， 全面提升了工程建设施工的精细
化水平，极大提高了集约化、工厂化生
产水平。

高品质。 为确保优良工程“遍地开
花”，益马公司大力推行工程“首件认
可制”， 要求每个合同段对首件工程，
包括路基、桥梁、通涵、挡土墙、预制梁
板、 排水沟等各项工程指标进行综合
评价， 指标达到优良并总结好经验后
方能全面开工， 达不到指标的推倒重
来，从整体上保证了工程质量。

为确保关键数据的真实性， 益马
高速所有工地试验室都配备了具有数
显微机控制联网功能的压力机和万能
材料试验机。 同时，全面使用混凝土拌
合站管控一体化系统， 可及时将预警
信息推送到施工、 监理及业主负责人
的手机上， 保证了混凝土施工配合比

的精准性。
细节成就匠心。 在益马公司，每个

月都要开展一次对全线路基、 桥隧等
工程质量的定期督查。 一旦发现质量
通病问题，立即责令承包人限期整改，
并对存在的问题召开专题讲评会。

自开工以来， 益马公司所有下发
的质量通报、质量处罚通知单，以及日
常巡查过程中下发工地的巡查备忘
录， 全都按要求整改到位， 确保质量

“零缺陷”。

航拍益马高速

▲

益马高速资水大桥

（本版图片均由益马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桃花江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