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液压夯实机进行台背补强效果明显，可确保台背回填质量。 黄大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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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郴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
路规划网 G76 厦门至成都高速公
路湖南境内最东段 ， 主线全长
112.3 公里，概算投资 96.68 亿元，
2008 年底动工， 工期 4 年， 计划
2012 年底建成通车。

该项目启动以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 在省交通
运输厅和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正
确领导下，汝郴公司、总监办把落
实“工程质量年”八项举措和创建
“平安工地 ” 融入工程建设全过
程， 坚持创新管理， 开展科技攻
关， 破解了工程复杂、 质量难保
证 ，桥隧较多 、安全难控制 ，山区
施工、进度难把握等难题，确保了
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同步推进，
又好又快地打造精品工程和科技
工程。

截至 2011 年 9 月底，该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71.51 亿元 ， 占概
算投资的 73.97%， 连续三年超额
完成省政府下达目标任务。 其中
2011 年累计已完成投资 15.09 亿

元， 占省政府下达年度目标任务
16 亿元的 94.3%。 25 个土建合同
段有 5 个完成建设任务， 全线没
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分项工程
质量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100%，各
项指标均处于受控状态。

没有质量的进度是无效进度，
没有进度的质量是低效质量，没有
安全的工程是害人工程。在工程建
设中，汝郴公司始终把质量、安全
放在首位， 同时加强工程进度控
制，保障项目进度。

实施工程优化设计
在保证工程安全、质量、环保

的前提下，汝郴公司会同设计单位
实施 13 处桥跨优化和 2 处隧改路
优化设计，极大地降低了施工难度
及造价，减轻了工程量，加快了工
程进度。 如珠目垄 I、II 号隧道原设
计为浅埋连拱隧道， 切深不大，岩
土破碎，围岩类别极差，隧道严重
偏压，改路后大大降低施工难度。

进行动态计划管理
汝郴公司通过网上 OA 自动

办公系统针对计划、统计制定多项
报表，要求承包人及时上报周、月实
际产值及详细的工程快报，周报详
细记录工程每周动态。 汝郴公司每
月定期进行现场核实，做到工程形
象进度准确动态监控。 如月产值连
续两次未达到计划要求，即采取约
见法人代表方式，督促推进。今年已
8 次约见了 7 个承包单位的法人代
表。 同时，汝郴公司对照省厅、省局
工作责任分解表，将年度工作责任、
目标细化成 287 项，具体到每位工
程管理相关人员，要求每天有工作
日志和工地巡视备忘录，做到“事事
有落实、人人有责任、个个有目标”，
并实行跟踪考核，每月工作完成情
况直接与绩效考核挂钩。

合理调整施工主体
根据工程推进情况，汝郴公司

定期给施工单位算好剩余工程量
账、管理费用账、材料价格波动账、
设备租赁账、 队伍更换成本账、质
量返工账、安全事故赔偿账等七笔
账，用经济标杆督促施工单位自我
加压，合理调度，决不浪费一个有
效工作日。 每年上半年，郴州地区
雨多晴少，在有效工作日大幅减少
的情况下，要求各施工单位及时合
理制订施工计划，将路基土石方施
工转为以桥梁、 隧道施工为主，争
取了主动，抢抓了进度，减轻了气
候对施工造成的影响，确保了各阶
段目标任务的完成。

多措并举优化环境
汝郴公司充分发挥地方优化

办和协调办的能动作用，建立定期
会务联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每
月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每季度梳
理一次路地矛盾，较好地解决了路
地纠纷。在省内项目中率先坚持每
年与地方市纪委、市协调指挥部联
合举办征地拆迁暨优化施工环境
工作表彰会， 表彰了地方单位 36
个次、先进个人 106 人次。 建立联
防、群防、巡防等工作机制，开展治
安环境专项整治，较好地保障了工
地治安环境， 实现了全线 “零阻
工”，争取了工程建设的主动。

用全新理念管理民工
汝郴公司把一线民工作为公

司职工一样对待，切实关心民工生
活，定期开展“送清凉”、“送温暖”、
节假日慰问等活动。“五一”劳动节
和年终， 创造性地由业主出钱，大
张旗鼓表彰优秀农民工，先后奖励
300 多人，发放奖金 60 余万元，激
发了民工工作热情。 同时，把保障
民工工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开立农民工工资专户，印发民生监
督卡，建立举报投诉制度，定期开
展民工工资检查，保证民工工资落
实到位，没有出现任何农民工上访
投诉和流失事件。

夏建明 本刊记者 柏润

近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交通运
输部关于“监理企业树品牌，监理人员
讲责任” 行业新风建设活动的有关要
求， 郴宁公司在全线大力开展施工监
理专项治理活动。

郴宁公司成立了由公司经理杨献
章为组长的专项治理领导小组， 组织
全线四个监理处召开动员大会， 并下
发 《郴宁高速公路施工监理专项治理
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各监理处也成立
相应领导小组， 专人负责本次专项治
理日常工作。

郴宁公司指导各监理处依据施工
监理专项治理活动检查方案具体细

目，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及时发现
问题，举一反三，迅速整改。郴宁公司、
总监办组织监理部、 安全环保部及中
心试验室等相关业务部门组成 4 个专
项检查小组，对各监理处日常管理、经
费保障、质量安全监理、内业资料及进
度、费用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并下发
检查通报， 要求各监理处按通报内容
及时整改落实。 此次全面排查及自查
自纠活动， 能够切实加强驻地监理机
构管理，规范监理行为，加强监理人员
责任心， 进一步提高郴宁高速监理工
作质量。

（余斌 孟亮）

为确保娄新高速全线房建工程顺
利开工， 实现娄新高速明年按时通车
的工作目标， 娄新公司要求各部门切
实解决当前存在影响开工与施工的各
项问题，为 10 月份正式动工建设做好
前期准备工作。

娄新高速公路全线房建工程包括
1 个监控分中心，2 个服务区和 9 个收
费站。 娄新公司调查了解目前房建工
程站房用地和收费车道用地情况后，

要求工程部督促土建单位尽快到位；
协调部在短时间内办好新增用地补增
手续； 房建办扎实作好房建工程开工
前各项准备工作等，各部门积极配合，
通力协作， 确保娄新高速公路房建工
程 10 月顺利开工建设。

目前， 全线房建工程备建情况良
好，但还存在征地未到位、土方标高未
到位、施工场地被占用等情况。

（周群）

为深化文明收费优质服务的内涵，
牢固树立“处处是窗口，人人是形象”的
服务理念，长潭管理处马家河收费站切
实从司乘人员角度出发，在全站职工中
开展“真诚服务活动”，提倡“假如我是
司乘人员，我希望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等问题的换位思考讨论，在职工中引起
了强烈反响。

长潭管理处要求收费员在收费窗
口服务中做到：一是“六个一点”即：微
笑甜美一点、话语谦和一点、语气温柔
一点、手势标准一点、仪表端庄一点、服
务温馨一点。 切实达到文明交流的效
果。 二是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优质服务
水平。利用班会学习微笑技巧与手势礼

仪服务，提高服务水平，真正做到微笑
有亲和力，服务有感染力。 三是履行社
会服务公开承诺，做好“贴心”服务。 把
“要我服务”转变为“我要服务”，根据司
乘人员需求，不断丰富完善各类便民服
务设施， 耐心解答司乘人员提出的问
题，让乘客满意。四是注重细节管理。在
收费工作中重点落实文明用语、微笑服
务、肢体语言和窗口服务流程，真正做
到窗口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为确保活动开展的实效性，马家河
收费站以 《文明优质服务问卷调查表》
的形式，对过往司乘人员进行满意度调
查， 调查显示，99%的司乘对该站文明
服务工作表示满意。 （谈成文）

———汝郴高速创新管理打造精品工程

郴宁高速强化工程监理

娄新高速房建工程即将开工

长潭管理处提升服务水平

一线传真

近日，洞新公司会同用友集团对 “洞
新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进行试运行
测试，取得了圆满成功。 试运行全面验证了
“洞新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在施工单
位项目管理中的实用性， 为促进高速公路
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试运行在洞新高速一标和三标进行 。

测试中， 首先将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分工，
制订试运行计划并指派相关负责人，然后用
友集团技术人员根据计划要求辅导施工单
位操作员录入数据，运行系统。 此次试运行
具体系统基础数据采集、录入工作全部由施
工单位相关操作人员完成。 根据反映，该套
系统操作简便，功能比较完善，能够很好地

辅助施工单位管理人员进行人、机、料等项
目的管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管理效率。试
运行验证了该系统配合洞新高速公路启动
的“动薪卡农民工工资支付体系”的一系列
管理办法和管理流程，能够更好地解决农民
工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资管理中遇到的一系
列问题。 （刘晓蓉）

为具体了解职工的需求和意见， 不断
推进站部民主管理， 切实改善职工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 耒宜高速小塘收费站在站内
设立匿名民主意见箱， 广泛征求职工对站
内学习、生活、管理各方面建设的意见和建
议。

截至目前， 站部共计收到意见和建议

近 30 条，内容包括与职工工作生活密切相
关的民生问题、 文明优质服务不足之处和
对站部发展的建议等。 针对每一条意见和
建议，站部都认真研究，能解决的立即予以
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及时做出回应，做好
之处要继续发扬，不好之处要切实改进。 看
到自己的意见能够受到重视， 大家参与站

部建设的意识和积极性也大大增强。
长期以来， 小塘收费站承载着耒宜高

速 90%的征费任务，民主意见箱的设立，不
仅给小塘站今后的管理工作提供了大量的
参考信息， 同时也提高了职工参加站部建
设的积极性。

（陈慧欢 刘嫦）

洞新农民工管理系统试运行

小塘收费站设意见箱提升民主建设

汝郴高速赤石特大桥主塔最高 286 米，桥面距离地面达 183 米，迄今为同类型桥梁世界之最。该桥总造价 13 亿元，计
划工期 45 个月，预计 2014 年 5 月可全面完工。 熊飞 摄

·高速湘军·

为积极落实省高管局“关于在
全省在建高速公路采用液压夯实
机进行局部补强的通知”的文件精
神，消除台背回填土沉降等质量隐
患，长湘高速率先在我省采用液压
夯实机对桥涵构造物台背进行局
部补强。

高速液压夯实机是一种新型
的高效液压夯实机械， 机动性强，
可调控夯击能量，特别适合狭小面
积的夯实作业要求，填补了传统的
表层压实技术如碾压、振动压实和

传统强夯技术之间的空白。
作为我省首个两型科技示范

工程建设项目，长湘高速多次在工
程建设中应用新技术、 新材料、新
设备、新工艺，提高工程进度，确保
工程质量。 实践表明，液压夯实机
适合局部路段及狭小面积作业，经
该设备补强后路基表面竖向变形
可达 10 厘米以上， 可明显提高回
填土的密实度，加速消除一定范围
内台背回填土沉降，可有效消除跳
车隐患。 （黄大成 万智）

目前， 衡桂高速土建工程施
工已进入扫尾阶段。 为确保后续
路面工程顺利推进， 衡桂公司坚
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抢抓
施工黄金季节，强化“四个抓手”，
集中力量突击底基层施工， 加快
土石基层覆盖， 为下阶段路面施
工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以目标考核为抓手。 衡
桂公司下发目标考核通知， 明确

底基层施工进度目标任务， 并加
大进度考核比分， 对于提前完成
施工任务的合同段及时兑现奖
励， 激发全体建设者们的工作积
极性。

二是以进度日报制为抓手 。
为确保全线工程进度整体推进 ，
衡桂公司对进度滞后的单位进行
节点控制， 实行工程建设进度日
报制， 严格要求施工单位对工程

总量、 每日完成量以及工程剩余
量每日上报公司。

三是以任务分割为抓手。 为
切实保障施工任务顺利完成 ，衡
桂公司根据合同约定， 将剩余工
程任务进行分割， 分配到已进场
路面单位，并严格设备、资源等投
入，切实提高施工效率。

四是以验收人员进驻现场为
抓手。 衡桂公司将中心试验室验

收人员下驻到监理处， 确保施工
单位报验后， 验收人员能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有效缩短验收时间，
全力协助施工单位加快工程进
度。

截至目前，项目大部分合同段
均已完成底基层施工，剩余合同段
计划 9 月底全部完成。

（王海军 戴灿）

长湘高速率先推广台背补强技术

衡桂高速加快底基层施工 9 月 22 日， 通平公司团委在第 12
合同段境内的萧家小学开展“大手拉小
手，高速公路安全知识进校园”主题活
动。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中小学
生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防自护
能力，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志愿者给
全体学生每人发放了一本精心编排的
涵盖有高速公路安全知识、 地震自救、
火灾逃生、烫伤自救、突发事件处理常
识的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随后给学生们

讲解了应遵守的高速公路法规知识，并
通过对典型交通事故的案例分析，让学
生们从心里感受到遵守交通法规的重
要性。 活动中，公司团委还捐赠了不久
前在通平公司及各监理、施工单位团员
青年中开展“捐出闲置书籍，圆留守儿
童一个梦想———为平江县萧家小学捐
赠图书”活动所募集的 400 余册课内外
书籍及一批学生文具用品。 同时也开展
了义务助教， 为小朋友们上了英语、美
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王小科）

通平高速安全知识进校园

9 月 23 日上午 9 时 30 分，由省应急救援总队主办，省高管局、省消防总队、省交警总队承
办的隧道跨区域灭火救援演习，在沪昆高速邵怀段雪峰山隧道成功举行，图为演习现场。

邓宏 张立 摄影报道

不断立功让

提高回填土密实度 加速消除沉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