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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召开2016年度综合工作会议 

2 月 23 日，集团召开一届一次职代会、2016 年度工作会议、党风廉政建设

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山东高速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江成到会指导并作重要

讲话。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及职工代表、总部机关部门负责人、权属单位副职

级及以上人员、4A 级项目经理参加会议，集团部分离退休老领导，部分项目经

理和机关员工列席会议。 

会上，山东高速集团江成总经理肯定了集团 2015 年的工作成绩，并对下一

步工作提出了要求：抓住省内外基础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机遇，做优做强主业；发

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增强薪酬制度改革动力，调动员工积

极性；抓住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关键，做好风险防控；强化廉政保障，确保不

出问题。 

周新波总经理代表班子作了行政工作报告，回顾公司 2015 年工作，分析当

前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公司 2016 年工作目标和体思路，2016年重点抓好六方面

工作：一是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组织，全面完成生产任务；二是坚定不移

做好资本运作，走整合重组之路；三是以“五化”为抓手，凝心聚力，全面提质增

效；四是大力开展“四比四创”竞赛活动，提高项目管控水平；五是加强队伍建设，

激发人才活力；六是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和企业文化建设。 

吕思忠书记代表集团党委提出四点要求：一要正确认识形势，增强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的责任意识，全面完成集团 2016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二要不折不扣地

参与和支持公司改革，支持集团做出的决定，维护发展稳定大局；三要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为公司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四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

正氛围。 

会上，对 2016 年度工会、党风廉政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部署，传达

了高速集团综合会议精神，宣读了集团受地厅级以上表彰名单，对 2015 年度集

团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通报了职工代表讨论情况，表决通过了行政工作

报告、工会工作报告，民主评议了集团领导班子、职代会工作质量，选举了工会

委员会委员，签订了 2016 年度生产经营、党务工作、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及工

资集体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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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节能与环保技术及装备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济南） 
通过交通运输部认定 

 

1月 6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十二五”第二批交通

运输行业研发中心认定结果的通知》。集团公司申报的公路交通节能与环保技术

及装备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济南）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认定，主要研发方向

为“公路交通节能与环保技术及装备”。这标志着该行业研发中心正式进入建设

与运行阶段。 

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是以现代交通运输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成果转化

为目标，通过建立健全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开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新装备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培养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以及进行技术交流合作

的重要基地。研发中心的申报工作获得成功标志着集团公司公路交通节能与环保

技术及装备方面的行业领先水平，也将促进集团公司在该领域的发展壮大。 

该中心是以山东高速集团为依托单位，以山东省沥青路面再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为基础申报的部级研发机构。2014年 7 月组织申报，2014年 12月通过交通

运输部专家初步评审，2015年 4 月通过交通运输部专家组现场评审。 
 

 
集团公司一项成果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特等奖 

 

近日，2015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揭晓，集团公司《复

合浇筑式沥青钢桥面铺装（PGA+AC）设计施工成套技术研究》成果获特等奖。 

《复合浇筑式沥青钢桥面铺装（PGA+AC）设计施工成套技术研究》适用于

大跨径悬索桥钢箱梁桥面铺装施工，也可广泛应用于其它大跨径钢桥面铺装工程

施工，并成功将该技术成果应用于南京四桥的钢桥面铺装施工，确保了大桥顺利、

安全、优质、高效地建成。同时，本研究成果建起立了大跨径悬索桥钢桥面复合

式浇注沥青混凝土铺装的成套施工技术，为国内钢桥面铺装方案提供了一种新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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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召开技术工作交流会议 
 

1月 28日，集团公司召开了 2015年度技术工作交流会议。集团公司周新波

总经理、田军祯副总经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各权属单位负责人、总工程师

及技术骨干等 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回顾了“十二五”期间集团公司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并对 2016 年技

术工作做了部署。同时权属公路桥梁公司和桥梁公司分别就标准化建设、桥梁施

工和隧道施工做了经验介绍，同时观看了交通行业先进施工技术影像。 
 

集团公司获10项省级工法 
 

近日，从山东省建筑工程管理局获悉，集团公司 10 项工法荣获省级工法。

他们分别为：双护筒跟进法桩基溶洞处理施工工法，拼装式无底钢套箱围堰射水

法施工工法，高压水射流切割混凝土施工工法，沥青路面检查井井盖稳固施工工

法，仿鱼形变截面单塔斜角塔柱翻模施工工法，钢桁架桥梁施工线型控制施工工

法，倾斜独塔单索面非对称斜拉索施工工法，高粘沥青 SMA 钢桥面铺装层施工

工法，橡胶沥青碎石封层施工工法，生态挡土墙施工工法。 

 
集团公司获杭州湾跨海大桥“十二五” 养护考核先进单位 
 

日前，宁波市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对在“十二五”期间的养护考核先进

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集团公司荣获杭州湾跨海大桥“十二五”养护考核优胜

单位，吕彬同志荣获杭州湾跨海大桥“十二五”养护考核优秀项目经理，陈彩军

同志荣获杭州湾跨海大桥“十二五”养护考核先进个人一等奖。 

杭州湾跨海大桥为继美国的庞恰特雷恩湖桥和青岛胶州湾大桥之后世界第

三长的桥梁。集团公司承担 2015 年杭州湾跨海大桥桥面铺装养护维修工程。鉴

于大桥国内外知名度高，且第一次与业主方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加强外部

沟通和企业宣传，树立了公司守合同、重信用、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为进一步

合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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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委督导组到淮南淮上淮河大桥视察工作 
 

1 月 11 日，安徽省委督导组在淮南市委副书记王崧的陪同下，冒雨到集团

公司承建的淮上淮河大桥项目工地视察指导工作。 

督导组在淮河大堤停车点听取汇报，了解淮上淮河大桥施工建设情况，并对

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慰问。 
 

市政工程公司举办2016年机料交流学习会 
 

1月 20日—21日，市政工程公司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机料交流学习会。会上，

各项目机料人员对 2015 年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和探讨，就集团

公司的相关管理办法及市政工程公司的机料管理、合同管理、劳务分包管理办法

进行了系统学习和交流，并进行了业务知识闭卷考试。此次交流学习会，增进了

各项目机料人员之间的沟通，为新一年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打下良好基石。 

 
泰安至东阿界高速公路全线第一棵地下桩顺利浇筑完成 

 

1月 3日，泰安至东阿界高速公路一标完成桃园互通立交 K103+840跨线桥 4

号台小桩号侧 6#桩基地下桩浇筑，在全线率先打响开工建设第一炮，标志着泰

东高速公路项目正式开始施工建设。 
 

阿尔及利亚项目举行庆元旦篮球比赛 
 

1月 1日，为庆祝元旦，加强各项目部的交流，增进职工之间的友谊，丰富

职工业余生活，由海外公司阿尔及利亚总项目部举办的，东西高速W4标段项目

部、阿尔及利亚项目部设备中心、马斯卡拉连接线项目、RTT铁路项目参加的“庆

元旦篮球比赛”在 RTT铁路项目部营地顺利进行。 

比赛中，各参赛队伍都积极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增强交流、增进友

谊”的精神，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诠释了阿尔及利亚生力军“顽强拼搏，

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最终，RTT铁路项目部在此次比赛中脱颖而

出，取得了第一名的良好成绩，马斯卡拉连接线项目及设备中心W4大区联队分

获第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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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广高速公路（粤境段）顺利通车 

 

经过三年的辛苦建设，大广高速公路（粤境段）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2

时 8分顺利通车。 

集团公司承建了大广高速（粤境段）土建 S07 标和 LM2 标两个合同段。在

历时三年的建设过程中，S07标和 LM2标广大职工始终团结合作、相互配合、任

劳任怨的奋斗在建设工地上。秉承集团公司求实、创新、科学、高效的企业精神，

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面对全线数十家“中字辈”施工单位的强力竞争，在全体

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项目质量、进度、安全及文明施工方面都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多次获得业主奖励，为集团争得了荣誉。 

大广高速（粤境段）S07标全长 17.128Km，工程造价为 5.7亿，合同工期为

610天元；LM2标全长 25.947Km，合同价为 3.3亿元，合同工期为 300天。 
 

日高速滨海连接线工程南段梁板预制全部完成 
 

经过科学组织、精心施工，潍日高速滨海连接线工程南段在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克服雨季、冬季施工困难，历时 1 年时间，于 2016 年 1 月 3 日全部完

成了 408 片箱梁、300 片板梁的预制任务，为 2016 年结束结构物施工，开展路

面施工，全面完成潍日高速滨海连接线工程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福建诏安项目西溪中桥全部桩基顺利完成 
         

1 月 10 日，福建诏安县“镇镇有干线”白洋乡至纵二线公路工程西溪中桥

最后一棵桩基 1‐L3顺利完成灌注，西溪中桥施工进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市政工程公司包头项目开展沥青拌合站相关知识培训 
     

1 月 14 日，市政工程公司包头项目沥青站利用工余时间，积极组织项目人

员开展沥青拌合站相关业务知识培训，并借此机会对拌合机重要零部件如搅拌锅

电机、减速机等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与检修工作。通过培训学习，排查了工作中的

不足，相互交流了工作方法，为 2016年顺利施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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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工程一分部顺利完成路基交验 

 

2016 年 1 月 14 日，蒙自绕城高速公路 ( 羊鸡段 ) 工程一分部

K14+300~K15+549.7 段路基顺利完成路基交验工作。此次交验包含该段的路基、

路基边坡防护、排水沟、涵洞等工程，经现场检测各项指标符合规范要求。该段

路基顺利交验，标志着项目路基工程全部交验完成，为 2016年 6月 30日通车目

标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外公司安哥拉分公司成为中信建设非洲区秘书长单位 
 

2016 年 1 月 12 日，在中信建设非洲区联合舰队 2016 年生产大会上，集团

海外公司安哥拉分公司成为 2016 年中信建设非洲区联合舰队秘书长单位。展望

2016年，安哥拉分公司将继续发扬“求实  创新  科学  高效”企业精神，为进一

步深耕安哥拉市场，树立集团公司品牌形象不懈努力。 
 

海外公司安哥拉国家旅游区项目启动标线施工 
 

安哥拉国家旅游区项目在 2016 年 1 月 22 日在 RUA11 路 K0+175‐K0+350 段

进行标线试验段施工，业主、监理、中信建设国家旅游区项目人员到场对试验段

施工材料、工序、质量进行见证并表示一致认可，为后续约 55km的标线施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蒙山天蒙旅游区人行索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2016年 1 月 21日，蒙山天蒙旅游区人行索桥及玉皇宫两个项目的竣工验收

会议在鲁商集团蒙山景区建设指挥部会议室召开。 

会议肯定了蒙山人行索桥项目的建设成果，对各项验收结果均为满意，最后

一致通过项目验收工作。会前，外业检查及内业资料的报审工作均已完成，正式

办理了竣工备案证书。此次会议标志着蒙山项目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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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钢铁战士 
 

烈日当空，晴朗万里，项目部正在如火如荼的紧张施工当中，一条高速公路，

包含了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在完成了一天的施工任务，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作为一名参加工作近 10年的路桥人，深感高兴与自豪。 

德商高速公路鄄菏段是山东省的重点交通工程。我们作为路面施工单位，无

论在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各方面都做到精益求精。更要绷紧神经，尽最

大努力完成好路面的摊铺工作。而这所有的一切，均要依靠施工一线的工作者努

力拼搏才能得以实现。 

在常规条件下，1 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近 17 万吨沥青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面对这样的挑战，项目部沉着应对，精心组织安排，面对挑战毫无逊色。

敢打敢拼艰苦奋斗是山东高速路桥人一贯秉承的优良传统，挑战即是机遇，顺利

优质完成施工任务正是对我们的考验。项目部认真梳理，在材料、机械、人员上

做足了充分准备。放眼望去，等待卸料的车源源不断，所有的原材料都保证随用

随备，不耽误生产。机械设备在生产间歇期间由专人负责保养维护，保证了设备

性能可靠。人员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操作手都是优中选优。

在这样的精心准备下，项目施工生产有条不紊，按照施工计划进行。 

烈日炎炎似火烧，无风无云气温高。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时间不长，所有

人的工作服都被汗水浸湿，但大家依然挥汗如雨的工作着。几天的施工下来，所

有人的皮肤都被太阳晒得黝黑，而且由于天气炎热且施工现场的机械噪声很大，

几个班组长因高声指挥施工，嗓音都变得沙哑。正午高温时段，施工现场更是热

浪滚滚，饭菜对于许多人来说都难以下咽，冰凉的冷饮对于大家来说只是一时的

舒缓，酷热的高温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只有执着坚韧的精神才

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施工任务的力量。他们并非对温度有某种特别的忍

耐，高温对于他们而言同样是严峻的考验。但他们无怨无悔，依然尽职尽责。这

就是我们路桥人，那些奋斗在施工一线的钢铁战士。 

 

点评：艰苦的工作环境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的斗志，正是有这些

勇往直前、永不认输、可歌可泣战斗在施工一线的山东高速路桥员工，正是有他

们这种挑战自我，战胜自然的精神，相信山东高速集团冲击世界五百强的目标一

定会实现。（路面工程公司    黑白阳、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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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马老汉点燃了第二次生命之火 

 

2015年 7 月 27日早上 8点左右，设备制造公司员工于昭亭在山东省交通学

院操场上晨练，只见一个老年人站立不稳，摇摇晃晃，突然像个木头人一样往后

倒去。于昭亭与晨练的队友连忙跑过去，把他平放在一个连椅上。看到老人脸色

青紫已昏迷，细心的于昭亭马上检查了一下他的脉搏和口鼻，发现心跳和呼吸已

停止。就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于昭亭一边让身边抱着孩子的妻子拨打 120急救

电话，并当机立断开始做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术，最终让老人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随后又把他送上救护车。 

后来从医院得知，老人名叫马广明，63 岁，济南堤口庄人，平时患有高血

压、动脉硬化等疾病，由于当时抢救方法及时有效，老人顺利获救。马广明出院

后经过多方寻找，才得知是路桥股份员工于昭亭救了他，并写了封沉甸甸的信送

到集团公司表达救命之恩。 

 

点评：一人病危众人忙，一人有难大家帮。有担当、敢当头，以凡人善举告

诉人们如何面对人生的选择，如何体现生活的价值。于昭亭同志用实际行动展现

了一个共产党员良好的高尚品质，展现了公司员工的社会道德风貌。（设备制造

公司    张晔） 

 
齐心协力保项目 

 

4月 5日正值清明时节，一大早鞭炮声就“噼噼啪啪”响个不停，一拨接一

拨的村民带着锄头上坟。 

“着火了！”广州大广高速 LM2项目部正在正常办公，突然不知谁喊了声安

全部刘主任立即跑到二楼观望，发现着火点离项目部驻地不远，且风向刮向项目

部这一侧。刘主任意识到大火极易蔓延到项目部周边，项目部可能会被大火围困

不保，便赶紧向项目经理汇报。“立即启动消防应急预案，组织项目部全体员工

带上灭火器前去灭火，但必须保证灭火人员的安全！”“是！”刘主任随即安排警

卫对项目部周边杂草清理，同时组织工程合约部等人员集结，带上灭火器，跑步

到火灾现场。 

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呼——呼——”的风声呼啸着如狼嚎一般，凛

冽的火势借助风力将一侧密闭的竹林燃着并上窜五六米高，张牙舞爪般地向我们

耀武扬威，蓄意挑衅，现场充满了炙烤感，不时传来“噼里啪啦”的嘈杂声。刘

主任安排分工，“大家兵分两路，一队排‘一’字形向前展开，灭火器气管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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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苗根部，不要迎着火势灭火；二队紧跟其后，发现火苗立即扑灭，防止死灰复

燃！”全员迅速冲入现场，按照刘主任的安排分工合作，结合平时灭火器使用技

能培训的经验技巧，同心协力，经过一个小时的扑救，终于把大火扑灭，清理人

员、灭火器材数量后返回项目。项目部警卫人员同时按照领导的指示沿项目部周

边加强巡查，严防有残余的火星随风飘到项目部周边的草丛，再次引燃大火威胁

项目驻地安全。 

据了解，这场大火是当地村民清明上坟祭祖时燃放鞭炮引燃草丛造成的。还

好，由于项目部全体职工上下一心，通力合作，迅速将大火灭掉，保障了项目部

的财产安全。 

 

点评：安全是企业的头等大事，更是全体员工劳动成果的根本保障。“百道

千序，完全之安”。这就要求我们要人人心系安全，时时注意安全，从小事做好，

从点滴做好，强化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公路桥梁公司  王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