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项目工地采访时，记者看到，传统施工中的漫天扬尘“销
声匿迹”，PM2.5监测系统显示“细颗粒物(PM2.5)78微克/立方
米”，全自动喷淋系统不间断作业，将工地装扮得焕然一新。

项目公司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关于“绿
色交通”的部署，积极推行施工工地环保标准化管理，将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公路交通、建管养全领域和全过程，坚持做到工
地周边 100%围挡、物料堆放 100%覆盖、出入车辆 100%冲
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
车辆100%密闭运输。

就是这个工地，在切实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六个百分之
百”的同时，还在绿色工地上下起了功夫。

路基土方填筑需要取土，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他们
创新采用黄河滩区的滩土进行填筑，共节约耕地两千余亩。

在道路浅层软基处理上，他们使用砖渣代替传统的碎石换
填，实现了对城市建筑废弃物的二次利用，成功“变废为宝”。

大桥跨越黄河的九堡控导工程，为减少对黄河生态环境
的破坏，潜水员都是深入水底，一连工作好几个小时。

大桥建设的高峰时段，每天动用洒水车 28辆、雾炮 7台、
冲洗设备13台。

大桥共使用防尘网2000万平方米，施工场地双层防尘网
覆盖率达到100%，扬尘污染防治共投入资金3100万元。

“大桥建设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更要与环境和谐相处。”项
目公司在施工过程中，认真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承载托付、铸造精品”的
企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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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位于郑州市中牟县东部，因地理位置重要，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官渡之战而名闻天下。

然而，长期以来，一条黄河横亘两岸，成为制约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修建一条跨越黄河的大桥，
是两岸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和大力支持下，官渡黄河大桥工程于 2016年 9月拉
开了建设大幕。

“我们高度重视品质工程创建工作，成立领导小组，
制订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推行‘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三化管理，精心打造
品质工程。”河南官渡黄河大桥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项
目公司”）董事长宋子房说。

“官渡黄河大桥是一座干线公路跨越黄河的桥梁，
设计寿命100年，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像家
庭搞装修一样精雕细刻。”项目公司总经理陈宝说，黄河
大桥工程是省交通运输厅向交通运输部推荐的品质工
程示范项目，“示范项目啥意思？就是不仅要建好，还要
想办法建成一流。”

大桥建设者紧盯品质工程目标，抡起“五把斧”，同
强的比、与优的赛、向高的攀，采取多项措施，占领先机，
发挥优势，力争创先争优。

第一把斧是开榫定标杆。考察学习浙江乐清湾大
桥、四川巴陕高速米仓山隧道等 12个项目，将目光瞄
准国内先进水平，学习借鉴好经验、好做法，在此基础
上分级细化，并确定了官渡黄河大桥建设的各项工作
标准。

第二把斧是厂区管理标准化。积极推行“三厂一部
两区”标准化管理，研究提出钢筋加工厂、预制厂、拌合
厂、项目部、桥梁、路基和路面作业区标准化细则，严格
考核，严格落实，把质量标准分解到工程建设的点点滴
滴、方方面面。

第三把斧是班组管理标准化。制定“8372”班组精

细化管理模式，即八项制度、三项要求、“七步走”工作流
程、两项重要考核制度，通过严准入、再教育、勤考核和
班组长主题责任制等措施，强化班组内部质量意识，统
一优化作业程序和标准，确保最佳操作质量、操作条件
和生产质量，加快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

第四把斧是质量管理精细化。对每道工序进行精
细化管理，在全面开展首件工程认可制的基础上，设立
了工序展览馆，将评为样板的半成品和成品集中展示，
定标准、定要求，提高施工人员的技能水平，使各工序作
业达到全面标准化，保证工程质量。

第五把斧是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公司设置“微创
新”奖励机制，鼓励全员创新，目前共产生 15项微创新
成果。积极推广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应
用，目前已推广应用 20余项。如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温
度难以采集，引进实时自动温度监控系统，有效防止裂
缝的产生。

“五把斧”劈出了通向“品质工程”的康庄大道，给官
渡黄河大桥高质量建设注入了动力，工程质量的各项指
标达到或超过“品质工程示范项目”要求。大桥北引桥
53#-0左幅 C35混凝土墩柱及盖梁被评为河南省公路
重点建设项目样板工程；工程获得授权使用新型专利1
项，省级QC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优秀奖7项。

“质量是官渡黄河大桥的生命，谁砸工程质量的牌
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

“建桥就会遇到新问题，需要用到新技术、新设备，
要做到别人没有的我们必须要有，别人做得好的我们要
做得更精。”

…………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说到了官渡黄河大桥建设者的

心坎里。建桥就要建一流。这成为建设者们提高大桥
质量的动力，最终实现“优质耐久、安全舒适、经济环保、
社会认可”的建设目标。

年内通车重大路桥项目巡礼年内通车重大路桥项目巡礼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南境内全长711公里。新中国成

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在黄河两岸修建起一座座桥梁，

致力于改善两岸群众的交通出行条件，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20年来，在高速公路跨黄河大桥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

国省干线公路跨黄河桥建设局面却异常安静。直到 2016年 9月

27日，国道 107改线官渡黄河大桥（简称“官渡黄河大桥”）开工建

设，这个局面才得以打破。

“官渡黄河大桥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部的规划，应运而

生、应时而建。”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局长温胜强说，项目建设对

于助力黄河滩区脱贫攻坚，促进黄河两岸人流、物流的便捷通行，加

快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推动我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面对重托，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坚持高起

点设计、高标准建设，以建设品质、智慧、平安、绿色大桥为目标，在三

年时间里，使官渡黄河大桥成了同类工程中的标杆和样板。

走进项目公司的工地，迎面看到的不是传统的小而
散的场区，而是钢筋加工厂、预制厂和混凝土拌和厂集
中设置、联动生产。厂区内部，施工所需的材料，不论是
成品还是半成品，都有序存放在各自的货架上，俨然一
个标准化“超市”。

“超市购物为啥给人的体验好？因为物品都有序摆
放。”项目公司工程管理处李勇表示，施工标准化让每个
厂区既独立作业又有效联动，真正实现了流水化作业和
工厂化生产，施工效率也大大提高。

标准化施工，高新技术不可或缺。采访过程中，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VR、挂篮施工线型监控，
BIM技术与钢筋加工的融合等名词，让记者好一通“头
脑轰炸”，但对项目公司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福利”。

“就拿BIM技术下的钢筋一键性自动加工系统来说，采
用新系统后，钢材的损耗率从原来的 1.03%降到 0.6%，
仅此一项就为我们节约钢材1200多吨。”项目公司总工
程师薛航说，他们的 BIM 技术走在了全国同行业的前
列。

采用新技术的过程中，项目公司还不断改良传统工
艺。在施工中，质量监督工程师李雯发现传统的梁体养
护是直接喷淋，梁体表面容易受损。“能不能弄一个恒温
的环境，对梁体进行养护呢？”李雯告诉记者，经过长时
间的测试，他们研究出“1+6（1天雾化养生+6天全自动
喷淋养生）”T梁养生方案，“通过恒温大棚雾化后的梁
体，桥梁的质量和结构更稳固了。”这一梁体养护工艺也
成为省住建厅推广的工程建设省级工法。

“边施工，边创新”也是官渡黄河大桥项目公司的工
作方法。“传统模式下的顶板钢筋是一个个安装，效率低
不说，质量还不能得到很好保证。”李勇说，他们经过摸
索，自制了桥面剪力筋定位小车，“不仅提高效率、保证
质量，还拿到了‘微创新’真金白银的奖励。”

功夫不负有心人。该项目先后获得中国公路学会
“交通 BIM 工程创新奖”、中国建筑业协会“2018年度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注化工地”等荣誉，并填
补了桥梁体外束大规模应用的空白，“官渡标准”成为交
通运输部桥梁标准化施工依托项目向全国推广。

官渡黄河大桥

“智慧官渡”应用信息技术，数字工地见成效

“绿色官渡”

助力经济发展，与环境更和谐

“品质官渡”不仅要建好，还要建成标杆

“平安官渡”绷紧安全这根弦，毫不松懈守红线

“铁军官渡”

守初心、担使命，党建引领大桥建设

在打造“品质官渡”“智慧官渡”“平安官渡”“绿色官渡”
的同时，参建的党员干部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找方向、汲养分、增定力，打造了一支攻必克、战必胜、所
向披靡的交通“铁军。”

“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这是
官渡大桥建设者的座右铭，也是他们对“守初心、担使命”的
忠实践行。

2016年 9月工程开工后，在 2017年小浪底调水前，主
桥桩基墩柱要露出水面。为打好第一场“硬仗”，项目公司
党支部开展“党旗飘在大桥上，党员攻坚工地上”活动，最终
主桥墩柱施工顺利完成，比预定目标提前三个月。

公司总工程师薛航，每天都在工地上指挥施工，吃住都
在工棚里，母亲因病去世却都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进度、质量、安全、环保——工程建设四大核心任务，今
年刚满30岁的质量监督处副处长李林，一个人就挑着三根
（质量、安全、环保）“大梁”。他是来到项目上才相继结婚、
生子，却连婚假、产假都没休完就又匆匆回到工作岗位。

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许斌，身体比较瘦弱，家务事较多，
他毅然扛起了整个项目的合同、计量和变更等重任。他总
是说“工作中任何一个差错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晚
上经常加班到深夜，成了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为加快主桥墩柱施工，工程技术员张林青，连续三个春
节假期主动请缨，奋战在工地上。2018年除夕，媳妇带着3
岁的孩子从数百里外的老家匆忙赶到了工棚，一家人才算
吃了个团圆饭。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日，从晚上8时开始，项目公司副总
经理张勇强就来到工地上，现场协调混凝土浇筑施工进度，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离开。而他和项目公司全体人员，从7
月底开始就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了。

…………
在官渡黄河大桥的建设队伍中，这样的事迹不胜枚

举。也正是他们，奋力践行着新时代交通建设者的初心和
使命，建好桥、修好路，让“官渡”这一古老的地名烙上了新
的奋斗底色。

采访结束时，记者在大桥桥面上看到，一座巍峨的大桥
已屹立在黄河之上，夕阳的余晖正洒在大桥的工地上，将建
筑工人的身影拉得很长。一旁的建筑工人，正在进行主桥
剩余部分沥青面层的敷设。不久，两岸的群众驾车，5分钟
就可穿梭黄河两岸。官渡黄河大桥，将会和无数的交通基
础设施一样，承载希望和梦想，矗立在中原大地，成就人们
最平常、最幸福的来来往往，并终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
常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黄河之上架新桥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吕鹏飞 王子桢

上百台塔吊、龙门吊等特种设备同时运行，数千名施
工人员同时进行深水或高空作业，如此繁忙的施工现场，
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在我眼里，复杂的施工场面就容易隐藏风险隐
患，给安全施工带来极大挑战。”项目公司质量监督处
副处长李林坦言，为消除各种风险隐患，他们使出了

“浑身解数”。比如实行“一月一主题”，根据项目每月
安全工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制定具体考核标准，重奖
重罚，狠抓落实整改，目前已陆续开展高空作业、临时
用电、道路交通安全等多项主题月活动。

在施工现场，官渡一工区工人郭永奎佩戴的安全
帽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安全帽内置有芯片，可以随时
定位。”郭永奎说，项目公司把工地划分为若干个小区
域，工人一旦到了系统设定的危险区域，视频喊话系统
就会直接向工人喊话，确保工人的施工安全。

在主桥挂篮施工阶段，项目公司通过新建钢丝隔离
栅栏等措施，给工人提供全隔离的作业环境。同时，在班
组内推行“群众安全员”制度，80名班组长当上“群众安全
员”，他们不仅要在“班前安全10分钟”讲解安全施工注意
事项，还要监督班组内人员的施工行为是否安全。

不仅每个施工人员有“二维码安全管理系统”，项
目公司也给每一台施工机械建起了档案，编起了二维
码。“每一台特种设备，啥时候该检修，啥时候该保养，
系统自动就会提醒。”李林说，他们与华中科技大学工
程安全管理研究所合作，借助他们的探测器、探伤仪等
专业设备，对特种设备进行全面“体检”，确保设备使用
安全。“研究所的人员每个月都会过来，对工地进行安
全风险动态评估。”

今年 8月，项目公司刚进行了一次防洪度汛、落水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实地检验工地人员的安全意识和

应急救援能力。“类似的演练，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有，有
时候一个月能达七八次之多。”项目公司质量监督处助
理工程师常喜凤说。

在总经理陈宝看来，整个体系运转正常是安全管
控的关键。具体来说，项目公司做好顶层设计、建章立
制，建立与项目实际相匹配的安全生产框架体系，监理、
施工等单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知道具体该做什么、达
到什么目标、朝着什么方向，各司其职，力求做精做细。
诸多安全措施“加持”，构筑起“上天入地”全方位安全防
护网，也让官渡黄河大桥三年施工周期内实现了安全生
产“零伤亡”目标，成为名副其实的平安工地。

“不仅施工要安全，车辆通行更要讲安全。”李林说，针
对黄河风大雾多的现状，项目公司正加紧在大桥桥面加装
雾灯诱导系统和全视频监控系统等，保障大桥通车后的通
行安全。

官渡黄河大桥全景 吕鹏飞 摄

龙门吊T梁安装
王子桢 摄

混凝土浇筑施工现场
李庆亚 摄

K6+302.534大宾互通立交
王子桢 摄

航拍中的官渡黄河大桥航拍中的官渡黄河大桥 侯凯耀侯凯耀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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