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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 见 证 湖 南 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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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速公路廉政建设侧记

9

月

29

日上午，湖南全省高

速公路系统干部大会召开， 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永顺至龙山、永顺

至吉首和怀化绕城三条高速已拟

定在

10

月份开工。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陈明

宪在会上强调， 省高管局要坚决

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任务，

10

月份争取永顺至龙山、 永顺至吉

首和怀化绕城三条高速公路顺利

开工。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

员、省高管局局长冯伟林介绍，截

至

9

月

28

日， 全省

42

个在建高

速公路项目已完成投资

402.6

亿

元， 占年计划投资额

560

亿元的

73.3%

。 并要求，各在建项目要抢

抓黄金施工季节， 确保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力争完成

680

亿

元。切实抓好建设质量与安全，确

保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

，优良率

90%

以上， 实现安全、 质量零事

故。

即将开工的永顺至龙山、永

顺至吉首两条高速公路总长度

177

公里，总投资达

202

亿，平均

每公里概算超过一亿元， 路线多

在湘西崇山峻岭间穿越， 建设难

度很大。

（柏润）

湘高速今年已完成投资

402.6

亿元

全省高速公路系统干部大会介绍

大湘西三条高速拟定 10月开工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高

速公路在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突飞猛进。 而此时，在世界

高速公路热闹非凡的盛宴上尚

没有中国的座次。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 ，那时路面窄 、路况差 ，晴天

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坑坑洼

洼 ，崎岖不平 ，坐车东摇西晃 ，

险象环生，人们出行怨声载道，

苦不堪言。

笔者清楚地记得， 去县城

办事， 乘坐的老式班车一路摇

晃，短短的

100

多公里路程竟然

要一天的时间；如果要到省城，

那就要做足准备， 在半途停宿

一晚，第二天才能到达。 这还不

说， 更为辛苦的是不仅要吃尽

灰尘，还要担惊受怕。 毛公路山

高路陡 ，蜿蜒曲折 ，颠簸不平 。

每当下雨， 泥深路滑， 事故多

发 ，叫人胆战心寒 ，尝尽了 “路

难行”的苦头。

1988

年， 当之无愧地成为

中国高速公路的 “元年”。 当年

10

月

31

日，全长

20.5

公里的上

海沪嘉高速公路一期工程通车。

在晚于世界脚步近五十年之后，

中国高速公路终于实现零的突

破。发展到

2007

年末，高速公路

里程就迈上了

5

万公里的台阶，

稳居世界第二位。

目前，我省在建高速公路总

里程

3458

公里， 在建里程居全

国首位。到

2012

年，湖南将形成

覆盖全省、快速畅通的高速公路

网络，实现全省

92%

以上县市可

在

30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

如今， 有了便利的交通，老

百姓出入更方便快捷了。一条条

高速公路正在改变着三湘大地

的时空观念，正在创造着老百姓

美好的生活。

高速公路，给了湖南人“走

出去”足够的底气。 全省高速公

路网络覆盖已基本完成， 全省

的各个旅游景点基本上都已修

通了高速公路， 出省的几十个

通道也通过高速公路与外省连

接起来， 这为城镇居民中远程

旅游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绿色通

道。

从

1949

年到

2010

年 ，从

上千个村不通公路到村村通水

泥路， 从全省没有一条高等级

公路到高速公路网络的形成 ，

61

年来， 湖南交通的面貌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 密如

蛛网、 宽广通达的高速公路遍

布在三湘四水， 绵延于四面八

方。 可以设想，不久的将来，人

杰地灵的湖南， 由于高速公路

的发展、 康庄大道的建设而变

得山更青、水更绿，人民更加幸

福安康。

（作者单位：南岳高速）

为掌握高速公路建设单位党风

廉政建设真实情况，有效预防廉政风

险和职业犯罪，

10

月

10

日， 省纪委

调研组赴汝郴、郴宁、桂武公司调研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调研采取察看施工现场、 一线

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 调研

组认真听取了业主和施工单位的建

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工程建设、

招投标 、设计变更 、材料采购 、廉政

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调研组对项目

建设单位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和高度

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

高度评价了湖南高速公路坚持廉政

文化建设，文化倡廉气息十分浓厚。

要求高速公路建设单位在预防腐败

工作方面应重点在工程招投标 、材

料采购 、设计变更 、监理工作 、人事

管理等

5

个环节进行。

（安青平 邱狄 付奇国）

近日，京珠（京港澳）复线长湘高

速控制性工程之一的湘江特大桥，其

位于江中的五个主墩在国庆期间已

全部浮出水面，大桥有望明年

8

月顺

利合拢，全线将于

2012

年建成通车。

湘江特大桥是长湘高速公路的

控制性工程，全长

415

米。 自

9

月

17

日完成大桥水上主墩

59

号右幅

1

号

墩身首节砼浇筑后，其他

4

个墩身也

于近日全部完成浇筑，大桥水下施工

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值湘江水位下降

时节，也是湘江特大桥施工的黄金季

节，项目部已从外地抽调两台用于跨

海大桥作业的工作船， 抢抓项目工

期。 下阶段，项目建设将全面转入桥

梁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明年

8

月完

成合拢。

作为交通部两型科技示范工程，

湘江特大桥主跨长

195

米， 净空约

20

米，将有利湘江航运的畅通，更为

重要的是，长湘高速大众垸段全线采

取高架桥通过，节约了大量良田。 目

前，该段高架桥已见雏形，在望城西

边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张鹏）

今年，为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全国

干线公路大检查，树立临长路良好的

养护形象，该处在部分适宜路段安排

了“沥再生”路面改善工程，

9

月底已

全面完工。

临长高速公路是京港澳高速公

路的一段，全路段车流量大，重载车

辆多，车辆和环境对公路设施的破坏

作用大。临长管理处通过多方综合考

察和调研，确定采用“沥再生”技术对

临长路路面性能进行改善。

“沥再生”的技术施工非常简便，

只需涂刷一层

,

就能快速渗入路表

20

毫米处

,

使其恢复活性。

4

小时即可通

车

,

既节省了费用又缩短了封闭交通

的时间。

该处在实施了

5

公里试验路段

后，委托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检测

中心全程跟踪检测，并对施工前后检

测路面指标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得

出了“沥再生”对沥青路面状况具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对延长沥青路面的

使用寿命、延长大中修时间具有积极

作用，建议在高速公路路面养护中试

推广采用的结论。

（梅勇 肖洋 文迪）

·高速集装箱·

省纪委调研汝郴郴宁桂武公司

长湘高速湘江特大桥见雏形

临长高速推广应用“沥再生”养护技术

文

/

杨雄

高速巨变

高速文苑

10

月

7

日， 国庆长假迎来全

省高速公路旅客返程高峰。省高速

公路管理局采取开启收费站所有

车道、使用便携式发卡机等多种安

全保畅措施。图为潭邵高速湘潭收

费站新改建的阶梯式收费站由

3

进

5

出扩为

4

进

8

出后，车辆进出

更加畅通。 徐行 摄

2008

年开始，是湖南高速公

路建设的高峰期。 近两年，实现

了开工建设

33

条高速公路 ，里

程

3072

公里的传奇， 更是书写

了项目安全、干部安全“零事故”

的“湖南现象”。 该局始终坚持高

速公路项目建设和反腐倡廉建

设“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 廉

政建设的日趋制度化、 规范化、

创新化，成为高速公路科学跨越

发展的首要保障。

廉政教育：

风清气正春色浓

廉政建设，教育先行。在湖南

宁道高速， 浓厚的廉政文化气息

扑面而来。廉政举报箱、举报电话

引人注目， 廉政格言警句警钟长

鸣，廉政建设内页资料整齐规范。

这些， 只是湖南高速公路廉政建

设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湖南高

速公路牢牢抓住 “教育” 这个根

本，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廉

政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悄

然形成“大宣教”格局。

通平高速， 廉政与家庭诚信

相结合，“双核驱动式” 廉政教育

的有益尝试， 让廉洁的理念牢牢

深入每一个家庭； 郴宁高速，“三

管教育”、“正风行动”， 让腐败无

处立足；吉怀高速，演讲、摄影、书

法、文艺汇演，廉政文化“五个一”

活动丰富了职工们的业余生活

;

洞新高速， 独具特色的 “书香高

速”，廉政文化是其中最具特色的

部分。无论是在哪条高速，都能感

受到浓浓的廉政氛围。

前不久，《中国纪检监察报》、

《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竞相刊载

了《廉洁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一文。文章的作者，就是湖南省高

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 当问

及他对廉政建设的看法时，他说：

“高速公路的反腐倡廉，没有节假

日，没有间歇期，没有终结点，必

须始终做到常抓不懈，常备无患、

常抓常新。”正是在这股执着精神

的引领下， 该局广大干部职工谱

写着具有高速公路行业特色的廉

政教育新篇章。

廉政制度：

为有源头活水来

“高速公路是一个高危行业，

“危”就危在资金大、油水多、防范

难”。 湖南高速公路纪委书记孟繁

魁，无时无刻不感到肩上的责任沉

重。 制度，是腐败的“高压线”和“防

火墙”。 该局深入推进改革和制度

创新， 坚持用制度管人、 管事、管

权，使制度成为高悬在每个干部头

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该局结合高速公路的工作实

际，在廉政建设、效能建设方面出

台了针对性、 行之有效的制度和

举措，如《关于规范全省高速公路

建设管理的 “十条禁令”》、《关于

加强干部职工作风建设的 “七条

禁令”》、《关于勤俭节约建设高速

公路的“十条规定”》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 针对易于滋生腐败的关

键环节和重点部位， 该局积极探

索规范权力运行制度建设， 依法

依规， 对全局系统所有的公共权

力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 绘制权

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建设单位将

“精细化施工”、“廉政风险防控”

与“专项治理”紧密结合，三管齐

下，确保工程优质、高效、安全。经

营管理单位，着重于落实好《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

定》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其执

行情况作为纪检巡察、 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和领

导经济责任审计的重点事项。

无论是制度的具体落实，还

是制度的大力创新， 该局都着力

于从源头上加大预防和治理腐败

的力度， 使廉洁的阳光普照高速

公路的每一个角落。

风险防控：

将苗头化解在萌芽状态

廉政风险防控， 这是该局廉

政建设工作的又一创新之举。 年

初，一批廉政监督员开始正式“上

岗”，在高速公路建设、管理的关

键岗位和重点环节， 监督关键节

点，充分发挥 “报告、教育、参与、

描述、监督”的职能，开展廉政风

险防控。

3

月，风险防控开始在通

平公司、临长管理处试点，围绕各

个岗位和环节，采取“找、防、控”

的方式，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建设项目共排查出

185

个廉政风

险点，提出防控措施

270

条；运营

管理共排查出

196

个廉政风险

点，提出

254

条防控措施。

7

月，

《湖南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廉政风

险防控工作指南》的出台，为全系

统制定了一个系统化、规范化、标

准化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模式。

目前，《指南》 已在全省高速公路

各建设项目推广应用。

自身建设：

凝神聚力出实效

项目多 ，建设面广 ，管理难

度大。 如何充分发挥纪检监察职

能作用， 为高速建设保驾护航？

该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7

月

15

日 ，正是湖南高速公路进入 “大

干七八九” 黄金施工的季节，全

省高速公路第二季度纪委书记

联系会召开。 会议通报了上半年

纪检监察工作巡察情况，好的经

验做法 ，得到了交流 ；做得不好

的单位，直接用“一片空白”来形

容。 “当面锣、对面鼓”的点评，让

少数履职能力欠佳的纪委书记

如坐针毡，工作处于落后状态的

单位倍感压力。

“季度纪委书记联席会”和

“纪检监察工作巡察制”， 就是他

们加强自身建设的两大法宝。 通

过巡察和会议， 各单位纪委书记

做到取长补短，争先创优，充分提

高自身履职能力。 组织机构健全

是做好工作的第一步，今年，各级

领导克服重重困难， 给新开工项

目都配齐了纪委书记和纪检专

干。 局纪委组织编写了《湖南高速

公路纪检监察工作手册》，将党风

廉政建设的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

作和每一个流程中，目前，该书已

经成为各单位加强日常纪检监察

工作的“指南针”。 领导干部上党

课、课题调研、风险防控培训等一

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 极大

提高了这支纪检队伍的专业水平

和业务能力。 近些年，该局纪委陆

续获得了 “纪检监察先进集体”、

“政务信息先进集体”、“纪检监察

课题调研优秀奖”等诸多荣誉。

改革未有穷期， 创新永无止

境。 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反腐倡

廉工作， 省高管局用生动的实践

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他们很重要

的一条经验， 就是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加大从

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

建立和完善具有湖南高速公路行

业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其探索实践，再次说明，只有改革

创新， 才能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成

效， 才能不断破解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建设中的新难题， 为纪检

监察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庆期间，中铁十二局集团

500

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奋战在大围山至浏阳高速道吾

山隧道施工现场。 徐 行 摄

图为圆满完成的娄新磊石河大桥跨沪昆线段过轨架桥。 汪隽 摄

9

月

28

日上午

11

时，娄新

高速公路四标的建设者在冒雨

1

小时的封锁施工后，成功架设

磊石河大桥跨沪昆线过轨的最

后一片

T

梁。 至此，磊石河大桥

跨沪昆线施工段圆满完成。

该桥位于娄底市涟源枫坪

镇冲仁寨，全长

427

米，最高桥

墩为

28.5

米， 上部构造采用先

简支后连续的

30

米预应力混凝

土

T

梁结构， 下部构造采用柱

墩式、肋板式、桩柱式桥台配钻

孔灌注桩基础。它是娄新高速控

制性重点工程，跨越磊石河及沪

昆铁路，施工压力较大，该桥的

施工速度决定着全线的工程进

度。

（曾理）

磊石河大桥

成功跨越沪昆铁路

２０10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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