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你我
他，改进产品的质量也应该从每一
个人做起，从你做起，从我做起。
重要的是从“我”做起。

作为产品的设计者，特别是大
型基础设施的设计者，既要确保自
己设计的产品能够被优质地建造出
来，还能够在寿命期内为用户提供
连续、有效、方便的服务；既要充
分考虑产品建造过程的质量，也要
想方设法确保产品面世后方便用户
使用，使消费者感到安全、可靠、
满意……这些需要设计工程师能经
常深入施工一线，了解建造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根据现场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设计细节得
以实现。

作为产品的建造者，对产品质
量负有直接而不可推脱的责任——
因为产品是由建造者一手打造出来
的。产品质量令人不满意，有人会
认为是设计的问题。但是有经验的

建造者，拿到图纸后，是有机会对设计上的不足或
不满意的地方提出建议的。

有人认为：“我是负责建造的，只要按照图纸
施工，我的责任就尽到了。”

诚然如此，但谁没有失误的时候呢？即便是神
一样的设计者也可能有“万一”。

在现场负责制造的工程师，凭着自己多年积累
的专业经验和职业道德，应当去思考，去发现问
题，并及时指正，为设计工作把把关。

现在建筑行业普遍实行监理制度，监理工程师
对工程质量的把关至关重要。除了监理外，还有业
主的最终验收，同样能对工程质量起到把关作用。

工程质量是“做”出来的，但是具体怎么做一
定得有一套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和正确的工艺工
法。一家从事工程设计或建造的企业，其管理体系
是否完备，内业资料是否齐全，现场管理是否规
范，这些都应当在加以监
督和检查。

如果每一道关卡都能
严格把控好，那么产品质
量的问题一定会减少。

中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http://www.ztmb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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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出台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利用和管理办法

追求桥梁高质量发展步履不停
——写在2021年全国“质量月”之际

■ 周文韬

■ 本报记者 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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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患行动
初秋的广东，早晚开始有些凉意。早晨

6点，天边微微泛起了鱼肚白，一闪一烁的
安全巡查车准时“唤醒”了佛山市季华路西
延线项目部的大门——“扫患小组”整装出
发了。

我跟在小组后面，看着他们统一戴着安
全帽，穿着反光衣，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红
一黑两个笔记本。

“这两个本是用来干嘛的？”我好奇地问
组长，同时也是项目部安环部部长蒙亮。

“这可是我们收集‘证据’用的呢！”蒙
亮故作神秘地说道。

我一脸疑惑：“收集证据？什么意思？”
“哈哈，一会儿去现场你就知道了。”蒙

亮笑而不答。
“还是老样子！金宏彬在钢筋加工厂，

陈佳庚在一工区，卜志鑫在二工区，柯德源
在28号主墩，我去29号主墩，晚上我们在
办公室碰头。”蒙亮一边给组员安排任务，
一边叮嘱大家工作时要细心一点，有拿不准
的地方要及时沟通。

刚到29号主墩，蒙亮便让我给他搭把
手，一起在入场大门处贴海报。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我翻开一
看，诧异声脱口而出。

“嗯！现在正是开学季，电信网络诈骗
比平时要多，工人们辛苦干活挣钱不容易，
被骗了可不好。”蒙亮耐心地解释，“宣传海

报简单形象，
贴在进场大门
处，能很好地
提醒到大家。”

拍完照，

蒙亮将一个红色的本子递给29号主墩班组
长张师傅：“老张，班前十分钟你还是一如
既往，交代得很详细啊，给你们加2分，你
签个字。”随后，他指着海报给工人们介绍
防范诈骗的基本知识，告诫大家只要涉及钱
财信息的电话一定要谨慎。

“老张，我刚来的时候，道路两旁的围
蔽有两块倾斜了，乡道上的反光锥摆放的也
不规范，各扣1分，你签个字，立刻去整
改，我一会再去检查。”蒙亮一边说着一边
将黑色的小本子递给老张。

“啊！才加2分就又扣没了啊！”老张抱
怨道。

蒙亮笑着说：“赶紧整改，后面要注
意，不然就是扣双倍分了。还有，你班组的
焊工李师傅可以接种第二针疫苗了，今天务
必去打针，这样大家也都放心。”

“好！我这就通知他。”老张连连答应。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红本子是

记录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好的做法，黑本子是
记录有错误的做法，都要打分的。”

“是的，这里面还配有图片，确保详实
有据。”蒙亮说。

蒙亮告诉我，中铁大桥局九公司季华路
西延线项目“扫患小组”是今年6月下旬成

立的，由项目部青安岗成员组成。通过
“红黑两本”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进行“优
加劣减”，把分数与各班组长评比及月度考
核挂钩，还在每月例会上通报奖惩情况。

话音未落，蒙亮开始对现场进行“扫
患”检查：“29号主墩3号电箱电缆线接头
包扎不到位，4号电箱接地深度不符合要
求，各扣5分；电焊机放置于潮湿环境内，
扣5分；29号墩承台西南侧临边防护及警
示不足，扣2分……”

“所有配电箱均使用了防水插头，加5
分；电工巡查及时且记录表按时更新，加2
分；1号电箱龟裂电缆及时更换，加2分；
现场整洁、扫水及时无扬尘，加2分；29
号墩承台西南侧增加临边防护及警示，整改
完成，加1分……”

到了中午，蒙亮已经在红黑两个笔记本
上各记下10来条。

蒙亮告诉我，“扫患小组”成立70多天
来，已经发现并整改了470多条大小安全隐
患了，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有了极大进步。

但“现场”如“战场”，只要在施工就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必须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弦。

这时，陈佳庚打来电话：“蒙部长，发

现一工区食堂后面的罐体与食堂操作台有软
管相连，问了食堂人员，好像是环保油，要
不你过来看看？”

“好的，我预计15分钟到，你联系一工
区负责人昌鹏，让他也到场。”蒙亮答复。

“环保油是啥？”我问道。
蒙亮告诉我：“这是一种高效节能的新

能源，但是闪点不到30℃，易燃易爆炸，
而且颜色浅、毒性大，泄露时不易察觉。”

我跟着蒙亮到了一工区。他们首先查看
了厨房，再和昌鹏确认情况后，要求立即将
环保油清场，并给予一工区通报批评，在

“黑本”上扣20分。
昌鹏问：“很多酒店和饭店都在用环保

油，为什么我们不能用？”
“环保油必须满足高标准的储藏要求，

并且我们要向市相关职能部门报备。”蒙亮
说，“你这边的环保油就放在室外，储藏标
准不够，又没有报备和验收，肯定不行的。”

经过一番“科普”，昌鹏心甘情愿地在
“黑本”上签了字。晚上7点，外来厂家将
环保油及相关设备拖走，蒙亮也带着“扫
患”小组返回了项目部。

刚到项目部，“扫患”小组成员顾不上
吃饭，便一起扎进办公室，将红黑两个本子
上记录的内容、分数及照片上传至电脑，并
发给蒙亮汇总。蒙亮检查无误后，再将各班
组今日的分数、排名分别发给各班组长，用
最直白的数据“提醒”工人们：安全文明施
工一定不能放松。

一天的“扫患”工作全部结束，蒙亮他
们终于可以安稳地去吃晚饭了。我知道，这
样的晚饭不仅仅是他们吃着安稳。

9 月 3 日，临港长江大桥南岸引
桥钢混结合梁首片钢梁—自宜线左幅
单线铁路梁A+导梁架设完成。

宜宾临港长江大桥是川南城际铁
路、渝昆高速铁路及连接宜宾三江新
区、叙州区市政交通的过江通道，是
国内首例铁路与公路平层设计的公铁
两用桥，中间为四线高速铁路，两侧
各为三车道公路和人行道。全桥长
1742.49 米，主跨 522 米，桥宽 63.9
米，为双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桥，是
世界上宽度及跨度最大的平层公铁两
用钢箱梁斜拉桥。

南岸引桥钢混结合梁采用“龙门
吊+顶推”相结合的施工方案。引桥
铁路钢梁采用2 片工字钢板组合梁，
工字型主梁间距3.5米，梁高3.1米，
单线铁路梁长362.1米。此次架设的
为渝昆铁路左线结合梁A1节段，钢
梁加导梁重32吨，采用120吨龙门吊
机吊装。 潘剑 杨雄 摄影报道

重庆郭家沱长江大桥
主缆架设完成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乔珺） 9月 4日3时，
重庆郭家沱长江大桥主缆架设完成。

据悉，大桥每根主缆从北锚碇到南锚碇的通长
索股为133股，每根索股由127根直径为5.45毫米
的镀锌高强度钢丝组成，每根主缆共16891丝，主
缆施工采用预制平行钢丝索股（PPWS）法。

由于桥位处于开阔水面，大风天气频繁，测量
控制难度大，而主缆线形受热胀冷缩影响较大，其
架设质量关系到主缆的受力均匀以及耐久性，且对
缆索系统施工精度要求高。为此，施工团队以

“BIM+智慧工地”为驱动，结合无人机、三维扫
描、大数据、物联网、云平台等一系列技术，对主
缆施工进行全过程的严密监测，确保大桥时刻处在
良好的施工控制状态下。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易樊） 9月8日，深圳市政府
发布《深圳市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利用和管理办法》（下称
《管理办法》），对城市桥梁桥下空间的利用行为进行规
范，进一步提高城市空间利用率。

据了解，目前深圳大部分立交桥、高架桥下为景观
绿化，桥下空间利用形式单一、空间利用率低。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深圳市承担公共交通的各类型桥涵
（含人行天桥与通道） 3488座，立交桥和高架桥占地
419万平方米，桥下空间的有效释放也是缓解核心城区
土地资源紧张的重要举措。

根据《管理办法》，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利用应遵循安
全至上、公益优先、合理利用、规范使用的原则。城市
桥梁桥下空间利用应优先满足城市交通、市政公用设施
管养和公益事业的需求，并统筹规划、集约利用道路桥

梁桥下空间资源，结合桥下空间环境条件，兼顾桥梁周
边环境生态，适当配套城市基础设施。

《管理办法》明确，城市桥梁桥下空间利用类型分为
建（构）筑物类和市政公共设施及设备类。其中，建
（构）筑物类包括：城市公共交通所需的停车、蓄车场地
及附属设施；垃圾转运点、公共厕所；水务防洪排涝设
施。市政公共设施及设备类包括：城市道路养护管理所
需的养护、维修场地和工具房等设施设备；用于城市治
安管理的监控设备、岗亭等公益性设施，城市管理所需
的用于环保、环卫等设施设备；配套园林绿化工程，景
观带，生态长廊，服务驿站，雕塑小品等艺术空间；5G
设施、多功能智能杆、信息屏等智慧城市设施设备；共
享单车、共享小汽车的停放场地和“宜停车”场地，通
过安全评估的汽车充电桩等。

9月2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于在北京拉开帷幕。在湖北省综合形象展
区，一座由中铁大桥局牵头建造的非洲最大斜
拉桥——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模型，吸引
着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和赞赏。

“赞赏背后，是人们对中国桥梁品牌，尤
其是对中国桥梁质量的信任和重托。”中铁大
桥局安全质量环保监督部部长吴杰良表示。

质量是桥梁的生命

9月，恰逢全国“质量月”。今年“质量
月”的主题为“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大力
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质量是桥梁的生命，关系千千万万过桥
人的生命，也是中铁大桥局建设者宁愿用生命
去坚持和追求的一条职业红线。”吴杰良认为。

对于大桥人来说，近五年在质量领域的最
高光时刻，莫过于2018年11月在第三届中国
质量奖评选中，中铁大桥局从608个组织（单
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名列工程建设业组织
第一名，登上中国质量之巅，也为湖北打破了

中国质量最高奖“零纪录”。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

敢减物力。”自中铁大桥局成立以来，先后架
起了3000多座桥梁，在设计寿命期内都能够
安全、连续、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服务，无一发
生质量事故，真正实现了“建一座桥梁，树一
座丰碑”的质量追求。

2016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孟加
拉国《每日星报》和《曙光报》发表题为《让
中孟合作收获金色果实》的署名文章。文中写
道：“在两国人民辛勤耕耘下，中孟务实合作
喜获丰收。中国企业正在承建孟加拉国人民的

‘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
五年来，正是在中铁大桥局建桥者对质量

近乎极致的坚持和追求下，如今的中国桥梁，
才能以其磅礴的气势和无穷的活力，稳健而自
信地走在世界桥梁产业舞台的中央，成为中国
制造的闪亮名片。

“而这张名片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毫
无疑问，就是质量。”吴杰良说。

中国质量奖并非终身成就奖

“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中国质量
奖，只能证明产品曾经的水平，它不是终身成
就奖，不是永久的荣誉，更不是获奖企业从此
可以偷工减料的护身符。”

在吴杰良看来，所有奖项和荣誉，都是对
获奖单位某个阶段成果的认可，它是动态的，
具有可变性。我们不能说，某个产品因为没有
获奖而缺乏质量保证，也不能认为某个产品因
为获了奖就可“一俊遮百丑”。

依据《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原质检总
局令第167号）第三十二条：“获奖组织和个人
两年内发生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发生违法、
违规、违纪行为，撤销奖励并公开通报”。

近些年，因获奖组织发生重大质量事故而
被撤销中国质量奖项的案例，并非空白。

据媒体报道，2018年12月，曾获中国质
量奖的某大型医药集团子公司，被曝出有委托
生产企业回收过期产品的违规行为。 次年2月
19日，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撤销该医

药集团获得的中国质量奖称号，并收回证书和
奖杯。

有专家认为，虽然该企业仍可以继续申报
“中国质量奖”，但此番奖项被撤，可视为一次
来自监管层的重击。这样的惩戒，除了指向企
业自身存在的质量问题，也这等于是向全社会
广而告之：该企业有污点，消费需谨慎。

“因此，对待质量工作，只有永不停歇的
进行时，没有一劳永逸的完成时。”吴杰良表
示。

追求桥梁高质量发展

桥梁，作为古老的人工构造物，是人类文
明的象征，也是人类对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的体
现。随着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进步，桥梁的
用途早已超越了“跨越障碍”本身。为了更好
地方便“人行”，它早已承载起汽车、火车等
交通工具，且一直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而发
展，甚至走在交通工具发展之前。

不仅如此，桥梁，更被不断追求美好生活
的人们，赋予了丰富地域内涵、历史韵味、视

觉审美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家”使命。
因此，人们对质量的理解，也逐渐有了更

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追求。
吴杰良告诉记者，对于新时代建桥者，在

追求桥梁高质量的路上，也早就不限于大桥
“坚固”或“不倒”，而是把助力解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作为现阶段建桥的主要方向和
目标。“这需要我们敢于接受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敢于反省曾经的不完美，敢于迎接新的挑
战，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
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大力提升发展质量，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跨越经济发展的重大关
口，亟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这使得“绿色建桥、建绿色桥”理
念在中铁大桥局全体建桥者心中日益增长。

近五年来，在建造大桥和生态保护之间，
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大桥规划、设
计、施工到监理等，中铁大桥局都会积极主动
与各参建单位寻求绿色共识。

无论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还是项目
环保设施的配备，亦或对环保措施的落实，中
铁大桥局在保持生态和谐方面的工作力度越来
越大。许多项目在开工之前都会编制详细的绿
色施工方案，部分项目部为了将绿色施工措施
落到实处，还专门编制了绿色施工专项方案，
做到方案策划、方案布局先行。

在保护中建设，在施工中保护。一座座宏
伟的大桥，一个个优秀的环保施工案例，折射
出中铁大桥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思
考，以及对大桥质量、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
统筹推进。

临港长江大桥首片钢混结合梁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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