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9日，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机
关第四党支部与济阳项目党支部的党员共同来
到济阳高速虎岭河特大桥，开展了一场“特殊”的
结对共建活动。

结对共建，济阳公司已经搞过很多次了，但
把结对共建放在项目施工第一线，还是头一回。

“高速项目我修过多条了，但像济阳高速短短的
十几公里路，隧道、桥梁、桥涵、路基啥都有了，还
有两个大型互通，这样真不多见。”济阳公司董事
长杨新民坦言，“距离虽短，修建难度可一点都不
小。如何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我
们一直在摸索。”

就在杨新民厘思路、想办法的时候，“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始了，让他心里一下子
亮堂起来。“高速建设者的初心是什么？不就是
让高速出行安全便捷嘛。员工‘不忘初心’，工作
何愁没有热情和干劲？”

为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济阳公司结合
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联
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活动让主题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见到实效，
也涌现出了一批“不忘初心”的先进典型：

济阳公司工程部部长潘维霖，1周5个工作日
基本都在工地上协调各项工作，周末就在公司加
班。用施工单位人员的话说，“只要在工地上看到
潘维霖，施工的底气就无形中增加了不少。”

济阳高速2标项目部支部书记魏平凡，今年
11月底就满60周岁了。他干的最后一个工程是
河南的高速项目，修建的虎岭河特大桥也是同类
型桥梁中难度最高的，他一直为此而自豪；

济阳公司工程部助理工程师陈秀谨，是公司
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刚工作两年的她，说起项
目履约考核的细则和实施方法头头是道。离家
不太远的她，半年才回家一次；

济阳高速2标项目部项目副经理彭辉，从湖
南第一次来河南修高速。3年时间里，一心扑在
工地上，双亲先后离世也都是在家待几天就又回
来工作了；

…………
一个个“不忘初心”的先进典型，在激发员工

工作热情和干劲的同时，也让济阳高速
的建设过程实现了又好又快，贯彻了
绿色发展理念：

济阳高速沿途经过太行山猕
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减少对
山体和生态的影响，施工中采
用桥接隧的形式，保持山体
原有面貌不变；

济阳高速往北，和山西
接壤的路段，有一段挖方路

基，为加强路面防护，施工单位
采用造价最高的锚索框架梁，铺

设了 3000 多平方米，最大程度确
保高速路基安全；

济阳高速往南，连续穿过7条隧道
后，有一块开阔地，用来建设隧道监控所和高速
停车场，既便于监测 7条隧道的运营情况，也便
于司乘人员停车休整，确保行车安全；

济阳高速在沥青铺设中，最上面一层铺设的
是用废旧轮胎等材料制成的胶粉沥青，抗车辙、
抗裂缝效果好，不仅节约了造价，还能增加摩擦
力减少行车的噪音；

在隧道开挖过程中，济阳高速对隧道弃渣进
行二次加工，用到路基填料中，实现了“变废为宝”；

…………
员工们的“不忘初心”，汇聚成了济阳高速建

设的“加速度”：济阳高速预计今年 10月完成路
面工程，11月底结束房建工程，12月初进行联调
联试，为年底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济阳高速的“掌门人”——济阳公司董事长
杨新民，1985年毕业后，于 2014年参与修建的
第一条高速是洛阳绕城高速，在今年年底济阳高
速通车后，他还要继续奋战在济源至洛阳西高速
公路的项目工地。待到济源至洛阳西高速通车
后，正好和他修建的第一条高速连接在了一起，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缘分背后体现的，更是我的初心。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为祖国交通事业奉献
的第35个年头。我要继续坚守高速建设者的‘初
心’，谱写河南交通事业更加绚丽的新篇章！”杨新
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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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要修建济阳高速？
“连接河南省西北部与山西省东南部的

这条高速，直接效益就是打通省界大通道、
便利晋煤南运，助力沿线地区脱贫致富。”河
南省济阳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济阳公司”）董事长杨新民告诉记者，长远
来看，济阳高速有助于发挥中原城市群的带
动作用，加强晋豫两省的物资和文化交流。

济阳公司工程部助理工程师王成，是地
道的济源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从
（山西）阳城到济源，走省道至少也得俩小时；
高速修通后，半小时就能搞定。“不仅去王屋
山和小浪底景区旅游方便了，山西晋城的很
多群众也不用绕路跑到太原坐高铁了。”

据了解，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
中心坚持“品质、创新、绿色、安全、廉洁”的建
设理念，全面推动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已经
将济阳高速列入争创优质工程的重点项
目。“济阳高速既然要修，就要修好。不但要
修好，还要修成精品工程。”这段话不知道被
杨新民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重复了多少遍。

为了修成“精品工程”，济阳公司从源头
把关，专门制定《济源至阳城高速公路济源
段土建单位履约考核评价办法》等一整套测
评体系，给工程质量戴上了“紧箍咒”。

“我们对施工单位定期考核，涉及工程

进度、质量、扬尘污染、财务、农民工工资、廉
政等十几个方面，每一项都对应具体的分
值，做得好奖励，做不好处罚。”济阳公司工
程部部长潘维霖告诉记者。

对于履约考核，济阳高速 2标项目部支
部书记魏平凡感触颇深。“考核每个月都有，
现场对每个月生产、安全和完成的质量进行
打分。考核组看得特别细，问的也很专业。”
同时，为强化考核的公平性，考核时两个标
段都派人参加。

“两个标段的人员都参加考核，说是互
相检查，在我们看来，更是相互学习、共同提
高的机会。”济阳高速2标项目部项目副经理
彭辉说，每次考核，他们都组织专业团队，参观
学习对方标段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放过任何
学习的好机会。“隧道施工如何实现又好又快，
就是两个标段一块儿琢磨出来的。”

“边考核，边督促整改”也是济阳公司的
工作方法。魏平凡说，考核中遇到的问题，
随时会下整改通知书。“往往考核还没结束，
我们就开始整改了。如考核中发现的隧道
内扬尘污染防护不够，我们立即开始着手物
料防护覆盖，洒水、喷雾不间断降尘等。”

“以往高速施工，由于项目公司人员不在
现场，沟通联系既费时又费力。这次，感觉大
不一样了。”彭辉告诉记者，就拿管工程的潘

维霖来说，他一周至少 3-4 天都在工地巡
视。“施工中遇到路基开挖、临边爆破等问题，
随时能找到人，很多问题当场就解决了。”说
话间，彭辉给济阳公司竖起了大拇指。

有了扎实工作“加持”，济阳高速交出了
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济阳公司和重庆交通大学合作的一种
主动式融雪除冰沥青混合料及其制备方法
准备申报国家专利；

济阳高速摩前岭大桥圆柱墩、虎岭河大
桥 7号墩以及太行隧道的二衬荣获“省级样
板工程”。19公里长的高速得了 3项“省级
样板工程”，刷新纪录；

截至目前，济阳高速已开始进行沥青面
层铺设，预计今年 10月路面工程结束，年底
可实现通车，跑出了高速建设“加速度”。和
济阳高速一同开工的其他同等高速
项目，基本都要到明年年底通车；

…………
站在虎岭河大桥 7 号墩

的底部向上望去，高度达
110 米的桥墩高耸入云，
牢牢托住了两山之间的
两条“巨龙”，真是应了
那句，“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年底前，一批高速公路和黄河大桥项目将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

通车总里程将达到6967公里，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方阵。这一条条路、一座座桥，记录着中原儿女

的追梦足迹，谱写出一首首奋斗者的赞歌。本报今日起推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之年内通车重

大路桥项目巡礼”系列报道，记者走访一项项凝聚人民勤劳智慧的工程杰作，集中展现其建设过程

中的艰难卓绝，反映我省铺路架桥技术几十年来的创新和变革，感受交通建设者的精神力量。

年内通车重大路桥项目巡礼

在河南，修建一条高

速公路有多难？

有人说，并不难。河

南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

即使在西部山区，修高速

只需要挖条隧道、架个桥

就行了。

然而，修建一条仅 19

公里长的高速，有 16公里

都是桥梁和隧道；十几公

里的高速上，要连续穿过7

条隧道，最长的隧道长度

超过了3公里，每公里的造

价达到了1.5亿元。

修一条这样的高速，

难吗？

难度可想而知。这条

高速就是由河南省收费还

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投资

建设，目前正在紧张施工

的济（源）阳（山西阳城）高

速公路，也是我省在建高

速项目中地质条件最复

杂、建设难度最大的工程

之一。

近日，记者赶到济阳

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实

地体验这群高速筑梦人

“誓把天堑变通途”的生动

历程。

高速行车，平安为要。
“高速修建的苦说了千百遍，平安始终

第一遍。”杨新民告诉记者，如果高速公路通
车后不利于平安出行，那修建的意义又在哪
呢？

“从项目一开工，我们工程部就开始着
手如何发现和消除出行隐患。”济阳公司工
程部副部长孟建玮说，经过几个月的实地勘
察和走访，结果也让他们吃了一惊。

“十几公里的高速有连续7条隧道，往往
刚出这条隧道两三秒后就进下一条隧道了，
容易使驾驶人偏离驾驶路线，增加疲劳驾驶
的风险。”孟建玮告表示，加上济阳高速地处
山区，冬春雪天路面湿滑，很容易带来行车
隐患。

“平安高速”目标已定，怎么办？
为确保司乘人员平安，济阳公司也是蛮

拼的：
山区高速冬天路面湿滑，他们就和重庆

交通大学合作，针对融雪除冰开展技术攻
关。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成功研制出主动式
融雪除冰沥青混合料。“传统的高速除冰，基
本上都是撒盐除冰，效率低不说，雪水融化
后还会对路基两侧带来污染。”孟建玮说，现
在研制的沥青混合料，直接铺设在路面的沥
青层。

“下雪天气，沥青混合料会通过多孔材料
的吸附脱附性，对抗凝冰材料实现一级缓释
作用。然后根据不同温度条件下聚合物不同

的状态，对缓释型材料进行聚合物裹覆。当
温度高于玻璃化转变温度时，聚合物具有弹
塑性，能够抵抗道路变形；当温度低于玻璃化
转变温度时，聚合物具有脆性，在车辆荷载作
用下极易破碎，抗凝冰材料脱附到路面上达
到融雪除冰的效果。聚合物的裹覆实现了对
抗凝冰释放的二次控制，提高了其长效性和
环境友好型。通俗地说，就是在温度下降到
一定程度和车轮碾压、震动等情况下，自动释
放融雪剂，让积雪自动融化，达到自融冰的效
果。”孟建玮说，今年年底，他们就会在济阳高
速试验路段实地检验融雪除冰效果。“目前，
该技术在我省还是首例，并且准备申请国家
专利。等到试验成熟，大规模推广运用后，冰
雪天平安出行不再是梦！”

“高速边施工，边开展技术攻关”，是济
阳公司的又一工作方法。十几公里长的路
段有连续 7条隧道，最长的一条隧道长度超
过了 3公里，给隧道行车增加了风险。为攻
克难题，济阳公司一方面和重庆交通大学紧
密合作，另一方面也派工程师到外地实地考
察，确立了以“长大隧道反光环设置关键技
术研究”立项，进行反光环实验设计和技术
研究。

“在隧道里安装一圈反光环，能显示隧
道的轮廓面，通过反光环不同颜色的组合运
用，提醒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偏离行
车路线。”济阳公司项目部助理工程师高度
告诉记者，反光环在立项时也是我省首例。

“刚工作两年就能参与高速项目的技术研
究，我感觉很自豪！”他说。

“平安”“安全”的理念不仅体现在确保
高速开通后的行车安全上，更实地运用到了
建设过程中。

“就拿开凿隧道来说，以前都是工人站
在隧道里开挖施工，效率低不说，碰到易碎山
体、岩石变化不稳定等情况，还会增加作业的
风险。”济阳高速1标项目部项目经理赵慧君
说，他们创新使用了湿喷机械手、超声波焊接机
等新设备，用机械代替人工进行开挖作业，“不
但效率提高了，质量、安全也更有保证了。”

隧道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高了，对混凝土的
需求也自然大幅度增长。以前，混凝土搅拌站
每搅拌一盘只能出0.5-1立方米的混凝土。“现
在，用了更先进的搅拌设备，一盘能出2-3立方
米的混凝土了。”赵慧君说话间不无欣喜。

“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运用，不仅
让作业效率成倍提高了，施工安全和进度也
更有保障了。”杨新民告诉记者，济阳高速开
工三年来，成功实现了“零死亡”目标，成了
省交通运输厅向全省推广的模范项目。

今年27岁的王成，加入济阳公司已经两
年时间了。两年里，他也从一名普通工程人
员变成了手底下管理机电4个标和交安3个
标的工程管理人员。“工作量大了，管理起来
吃力了”，王成坦言，“但只要我参与的工程
能安全交付，司乘人员能平安通行，我还是
很骄傲的！”

开
栏
的
话

济阳高速公路

平安高速 “高速修建的苦说了千百遍，平安始终第一遍”

廉政高速

“用高速建设者的
‘不忘初心’换来高速出
行的安全便捷”誓把天堑变通途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孙睿毅 张亚鹏

精品高速 “高速不但要修好，还要修成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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