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期 
2016 年 08 月 



 
 
 
 
 
 
 
 
 
 
 
 
 
 
 
 
 
 
 
 
 
 
 

 

目   录CONTENTS 
 
 
 
◎工作传真   News conference                           01 

 

◆集团公司召开 2016 上半年生产经营调度会 

◆集团公司受到越南交通部表彰 

◆集团公司中标国道 234 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 9.869 亿工程 

◆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到蒙自绕城高速（羊鸡段）项目慰问一线员工 

◆山东高速集团总经理江成到龙青高速项目调研指导工作 

◆宿迁市委书记魏国强、市长王天琦慰问宿迁主线收费站南移工程一线员工 

◆威海市 S704 滨海旅游景观公路香水河特大桥顺利合龙 

◆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工程顺利通车 

◆泰东高速三合同举行防洪防汛暨坍塌、高空坠落事故综合应急演练 

◆ 四川乐自高速乐山城区连接线项目开展“健步走”活动 

◆福建诏安项目全线顺利完工 

◆潍日高速三合同首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班圆满结束 

◆养护公司开展“两学一做”根在基层、走进一线活动 

 

◎文化故事   Cultural stories                    06 

◆风雨交加夜   深深护苗情 

◆智取土马村   巧夺变压器 

 

封面：集团公司 2016 上半年生产经营调度会议现场 



工作传真   News conference 
 

 

集团公司召开2016上半年生产经营调度会 
 

7月 29日下午，集团公司召开了 2016年上半年生产经营调度会议。集团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权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机关部室助理及以上人员、4A 级项

目经理、大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和部分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参加了会议。 

会上，周新波总经理作了重要讲话。2016 年上半年集团公司上下紧紧围绕

年初工作会议任务目标和总经理办公会精神，主动担当，众志成城，攻坚克难，

奋力拼搏，生产经营工作进展顺利，基本达到预期。 

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施工建设的黄金季节，各单位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

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切实增强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以规模

速度增长为主向质量效益增长为主转变，以传统的经营管理为主向现代标准化管

理模式转变,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以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全力打造“精

品工程”，做工程建设的排头兵，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最大程度地服务社会

和回报股东。 

 
集团公司受到越南交通部表彰 

 

鉴于公司在越南河内-海防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的优异表现，近日越南交通部

向集团公司授予突出贡献奖状。奖状中特别指出，“山东省路桥集团在河内-海防

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调度管理、施工中成绩斐然”。此次越南交通部的表彰，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品牌形象和美誉度，为后续市场开拓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承建的越南河内至海防高速公路 EX-9 和 EX-8 标段，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和 2015 年 4 月 30 日按照合同要求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建设，成为全线

最早建设完成的两个标段，为业主启动河内至海防段通车运营收费打下了坚实基

础。 

 

集团公司中标国道234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9.869亿工程 
 

8 月 9 日，集团公司收到国道 234 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

JZDQTJ-4 标段中标通知书。国道 234 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项目起



于原焦高速与省道 G234相交处，北接焦作市南接郑州的荥阳市，路线全长 26.35

公里。其中 JZDQTJ-4 标段起始桩号 K18+342.5-K22+142.5，长度为 3.8Km 的黄

河特大桥主桥工程，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

下部结构采用箱型墩，承台+钻孔灌注桩群桩基础，上部结构采用 5×（80m+5×

120m+80m）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合同价 9.869亿元，合同工期 24个月。 

 
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 

到蒙自绕城高速（羊鸡段）项目慰问一线员工 
7 月 21 日，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副总经理艾贻忠等领导到蒙自高绕

城高速（羊鸡段）项目现场，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酷暑一线的

职工们送去绿豆、茶叶、藿香正气水、花露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让职工

们在酷暑高温里感受到丝丝凉意，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 

 
山东高速集团总经理江成 

到龙青高速项目调研指导工作 
 

7 月 22 日，山东高速集团总经理江成到龙青高速项目调研指导工作，高速

集团监事会主席柳树公、财务总监王思军、总工程师姜振亭，招远副市长张永祥，

集团公司总经理周新波等陪同调研。 

江成总经理详细听取了龙青项目总体介绍及目前的进展情况，对项目目前的

进度、质量和安全情况表示了肯定。同时强调，龙青项目建设对于拉动经济和完

善路网意义重大，希望全体参建人员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紧密配合地方政府，

强化调度，创新管理，保进度，保质量，保安全，保廉政，落实集团公司“投资

—施工”一体化战略，全面完成项目建设目标。 

 

宿迁市委书记魏国强、市长王天琦 
慰问宿迁主线收费站南移工程一线员工 

 

7 月 26 日，宿迁市委书记魏国强、市长王天琦带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到宁宿徐高速宿迁主线站南移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慰问一线职工。 

魏书记和奋战在建设一线的施工人员一一握手，为他们鼓舞干劲。他高度赞

扬了工程的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强调要增强责任意识和精品意识，在保证工程

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细化方案和保障措施，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威海市S704滨海旅游景观公路香水河特大桥顺利合龙 

 

8 月 26 日，在山东高速集团成立 15 周年之际，威海市 S704 滨海旅游景观

公路项目香水河特大桥顺利合龙。威海市南海新区管委主任张海军、威海市公路

局局长李树刚，集团总经理周新波、副总经理傅柏先等到现场观摩指导。     

香水河大桥工程位于威海市文登市南海新区，在滨海路跨越香水河。桥梁总

长 1068米，大桥包括东侧引桥（9×40米等高度预应力砼连续箱梁）、主桥（80

米+180米+80米双塔斜拉桥）、西侧引桥（9×40米等高度预应力砼连续箱梁）。

该项目于 2013年 11月开工建设，高标准、高起点组织施工，历时 32个月建设，

按期实现了主桥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全部完成。 

 
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工程顺利通车 

 

7 月 21 日上午 11 点 08 分，由集团公司承建的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

工程顺利通车。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孙亮，副总经理艾贻忠，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书记王云山，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州委副书记、州长李扬等领导出席通车

仪式。 

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工程路线全长 17.515 公里，工程造价 94733 万

元，合同工期 30个月。全线设羊街互通立交 1座，特大桥 1座，大桥 4座,中桥

5 座；路基挖方 179 万方，填方 212 万方。本工程 2014 年 4 月 1 日开工建设，

集团全体参建员工共同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按期高

效建成通车。 

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位于个开蒙（个旧，开远，蒙自）三市境内，起

点东连已建成的锁龙寺至蒙自高速公路，止点西接国家高速公路网天保至猴桥新

鸡段，是云南省公路网的主骨架，为云南省规划“9210”骨架路网中的第二联络

线，是连接云南省南部地区红河、普洱、玉溪等地州的重要路段及出省通边的重

要通道之一。蒙自绕城高速公路羊鸡段的建成，将锁蒙、蒙新、鸡石和正在建设

的蒙文砚等几条高速连通，构成了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红河州高速公路路网，

为实现红河州建个旧、开远、蒙自群落城市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泰东高速三合同举行防洪防汛 

暨坍塌、高空坠落事故综合应急演练 
  

7 月 28 日下午 5 点，泰东高速公路三合同段项目举行了防洪防汛暨坍塌、

高空坠落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主要针对人员和物资转移、应急场所的建

立以及人员受伤急救等课目进行，项目办、总监办、当地政府等领导亲临现场观

摩、指导演练，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泰东高速三合同属于青兰高速泰安至东阿段黄河大桥项目，是泰东高速公路

最重要的节点工程，包含采用悬拼安装工艺的双塔单索面钢砼组合梁斜拉桥、跨

大堤钢桁梁桥，挂篮悬浇济平干渠桥以及使用滑移模架施工的引桥，施工难度大，

工艺复杂，制约着整个泰东高速公路项目的工期。且黄河平阴段每年都有凌汛期，

春天冰凌，夏季洪水，极大的威胁着项目驻地和生产安全。本次综合应急演练，

大大提高了参演人员的安全意识和项目部应对突发事故的处置能力，为下一步施

工奠定了安全保障。 

 

四川乐自高速乐山城区连接线项目开展“健步走”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员工身体素质，增强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深化各单位的交

流与合作，7月 28日 15时，由乐自高速乐山城区连接线路基一合同发起，乐自

公司和监理单位共同参与的健步走活动正式拉开。 

此次健步走活动围绕乐山市“绿心路”进行，全长约 10 公里，在不到 2 个

小时的时间内，大家身心愉悦地完成本次活动，身体得到了锻炼，精神得到了放

松，达到了活动预期的目的。 

 

福建诏安项目全线顺利完工 
 

8 月 29 日，福建诏安县“镇镇有干线”白洋乡至纵二线公路工程全线顺利

完工。该项目全长 6.632 公里，公路等级为二级，设计速度 60km/h，路基宽度

35m，双向四车道，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 

 

 

 

 



 

潍日高速三合同首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班圆满结束 
7 月 16 日至 7 月 20 日，潍日高速三合同项目在项目部会议室举办了 2016

年首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班，项目从事特种作业的电工、电焊工等 90 余人了参

加培训，并顺利取得了特种作业证书。 

在济南市安培中心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近一周的培训，学员理论知识得

到进一步巩固，实际操作水平得到有效提高，使项目部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

真正达到 100%，为潍日高速项目展开施工提供了有力安全保障。 

 
 
 

养护公司开展“两学一做”根在基层、走进一线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机关综合素质，加强服务意识，营造干事创业、真抓实干的浓

厚氛围，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自 7月下旬至 8月中旬，养护公司利用周六、

日时间分两批组织机关部室全体人员开展“根在基层、走进一线”活动。 

   第一批于 7月 30、31日由公司领导班子带队组织企业管理部、财务管理

部、党群工作部、技术工程部、市场开发部分别到济南至青岛高速公路改扩建工

程六标段章丘刁镇施工现场，2016 年山东高速养护维修工程路面济南段万德施

工现场、2016 年山东高速养护维修工程路面曲阜段施工现场体验生活，与一线

人员同工同勤、同吃同住，感受到他们的艰辛。烈日路面温度高达七十度，他们

大汗淋漓的奔走在路面铣刨、清扫、摊铺，田间清表、钻注桩，拌合站安装、调

试各个岗位上专著的工作；2016 年新入职大学生也步入其中，他们不叫苦、不

叫累，信心十足，工作很充实。看到这一切机关人员触动很大,纷纷表示这次活

动很及时、很受教育，决心要干好本职，要珍惜现在的岗位，增强服务意识，做

好服务基层，服务一线，为公司发展提供稳固、可靠的支持。 

 
 

 

 

 

 

 

 



 

文化故事   Cultural stories 
 

风雨交加夜   深深护苗情 
 

2014年 7月 24日夜，受台风“麦德姆”影响，青岛地区迎来强降水天气，

狂风骤雨突袭岛城。路桥股份铁路工程公司青岛临港项目数条施工道路顿成汪

洋，部分刚种植的苗木被狂风吹倒。 

项目部紧急启动防台汛应急预案，项目经理刘吉山亲自带领大家去现场抢

险。由于项目所在工业园区排水系统年久失修，许多路段积水太深，小型车辆无

法通过，大家伙只好披上雨衣，撩起裤子，抄着铁锨、铁镐等工具蹚水前行。被

吹到的苗木横七竖八地倒在路边，浸泡在水里，有的甚至被拦腰折断，大家见了

无比心疼，这可是大家顶着烈日不久前刚亲手种下的。 

抢救苗木的前提是首先要排水。大家分头行动，沿施工道路边走边寻找被杂

物堵塞了的雨污水篦子，然后清理杂物，疏通雨水。风裹着雨使劲往人身上钻，

不一会，大家浑身都淋湿了，在风雨中瑟瑟发抖。但这并没有打击大家的士气和

热情，大家一鼓作气，持续奋战到凌晨三点多才将全部十二条道路、合计二十多

公里路段里的积水基本疏通。 

这时，风雨并没有减弱的趋势，抢险小组决定重新部署，兵分两路：一路人

员全线巡视，防止道路再次积水；一路人员去处置被风吹倒的苗木。这些苗木多

为人行道树，虽然不大，但也足有四五米长，如果不及时处理而任其横倒路边，

次日势必严重影响道路交通。这么大的暴风雨中，吊机根本派不上用场，于是抢

险人员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人抬。五个人一小组合力抬树，只听“一二三，起”，

一棵树就这样被抬起来了，然后被转移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全部歪倒的树木

被转移完毕时，天已蒙蒙发亮，而风雨也渐止。 

此时，经过一夜奋战，大家伙早已筋疲力尽，真想回去冲个热水澡，然后在

暖暖的被窝里睡上一觉。可是任务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些树木需要尽快重新种上，

不然会影响成活率，造成公司财产损失。于是大家回到项目部，稍事休息，吃完

早餐之后，马上又赶回来开始了新的战斗：种树。至中午，被吹倒的树木全部栽

植完毕。 

这次抢险活动保障了项目各施工路段的交通通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公司的

财产损失，得到了当地业主和群众的高度赞扬和认可。(路桥股份铁路工程公司   



程祥安) 

 

点评：临港项目作为一线基层单位，在暴风雨来临时，项目经理能带头冲在

前面，敢于担当，全体员工能服从指挥，不怕苦不怕累，高质高效地完成了抢险

任务，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顺利进行，这充分体现了山东高速路桥人不怕困难、

敢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和工作理念。 
 

]智取土马村 巧夺变压器 
 

“做工程难，做省外工程更难；开工难，收尾更不容易”。 

大岳高速七标主体工程完工后，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想走

可以，值钱的东西留下！”项目部协调人员跑断腿、磨破嘴，多次做工作要求撤

出我们在土马村临时设立的变压器，并晓之以理地讲变压器是公司的固定资产，

项目部必须撤回。可是“任性”的村民，死活不同意。有一次吊机和运输车都到

了，硬是被当地村民团团围住，为防止事态扩大，最后只得空手而归！ 

怎么办？可不能让公司的资产白白流失啊！项目部经过周密筹划，决定采用

巧夺智取的方式，实行夜间“偷袭”。 

秋天的后半夜，天高露浓，一弯月牙在西南天边静静地挂着。清冷的月光洒

下大地，秋风带着些许的凉意扑面而来。国庆节凌晨一点，项目部人员悄悄地起

来，睡眼惺忪地齐聚到拌合站。项目副经理亲自带队，办公室主任进行现场部署：

负责挂钢丝绳的、负责指挥起吊的、负责锯断变压器地线的，负责清除车辆前行

障碍的……同时进行了战前动员，一再强调：“我们是正义之师，只是去拿回自

己的东西，大家别动手，只需要把阻路的人挡开就行，有事我顶着”。大家群情

激昂。 

夜行军吹起了战斗的号角，三辆车来到土马村变压器的山后面“隐蔽”起来。

专业电工鞠华悄悄锯断了地线，事先租好的汽车起重机飞速地开到变压器旁，大

家一起动手。变压器周围环境复杂，前后都有高压线，起吊过程必须准确到位，

并且一次吊装成功。大家都非常小心，然而村里嗅觉灵敏的狗开始吠叫起来。狗

叫声此起彼伏，村里开始有了动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根本体会不到大家的紧

张和团结勇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脸上身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大家只有

一个心愿，坚决完成保护公司财产的任务。 

这时村民已经围了上来，但是变压器已经成功装上车。村里几个过激的村民

把树木堆到路上企图阻止运输车离开。负责开路的人迅速把木头移开，运输车冲

了出去。或许村里的村民急红了眼，有四个男人拿着木棍对我们的员工围追堵截，



其中两个人扬言要打。大家一路小跑，迅速撤离现场。 

从开始调运变压器到安全撤离现场，前后用了大约 30 分钟的时间，整个过

程没有发生任何武力事件。证明我们的闪电行动是正确的，如果再晚 5分钟，可

能就撤不出来了。(公路桥梁公司  王开永) 

 

点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工程施工自始至终都需要团结和配合，员工

们敢于担当、善于合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公司财产，可敬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