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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公路水运“品质工程”背景
2015年10月

2015年12月

全国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工作会议上，
冯正霖副部长做了题为“适应新常态、实
现新作为”全力推动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
全工作新发展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打

造“品质工程”的新理念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交通运输部部

长杨传堂部署了2016年度交通运输八大重
点任务，明确提出，在公路水运工程建设

领域以打造“品质工程”为抓手



打造公路水运“品质工程”背景
2016年1月

2017年3月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将打造“品质工
程”列入部集中攻坚解决行业重大

问题的主要举措之一，并纳入
2016年部重点工作计划

全国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现场推进会
在浙江省玉环县顺利召开

品质工程示范创建活动正式在全国
范围内展开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建设质量强国宏大目标

时代背景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行业背景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

2016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469.04万
公里，公路密度47.68公里/百平方
公里。全国等级公路里程404.63万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3万公里。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行业背景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

2016年末全国规模以上港口码头泊位已达18417个，其中万吨
级泊位2221个，内河航道通航总里程12.71万公里

泊位吨级 全国港口
比上年末

增加
沿海港口

比上年末
增加

内河港口
比上年末

增加

合计 2221 111 1807 103 414 8

1万-3万吨级
（不含3万）

793 38 619 33 174 5

3万-5万吨级
（不含5万）

369 4 266 5 103 -1

5万-10万吨级
（不含10万）

728 44 600 42 128 2

10万吨级及以
上

331 25 322 23 9 2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自身基础

 政策
  法规
  制度
不断健全

        《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办法》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
        《水运工程施工监理规定（试行）》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信用评价办法
《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若
 干意见》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自身基础

  技术
  标准
  体系
不断完善

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建设

    地方性工程质量技术标准      
制修订工作成效显著

10余项国家技术标准
220余项行业技术标准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自身基础

安全
管理
举措
持续
加强

        施工标准化、平安工地

      混凝土工程质量通病治理

        试验检测专项治理

      监理行业树新风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自身基础

 技术
  革新
  创新
  效果
  显著

        重大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推进施工机械化自动化

        项目信息化管理



打造品质工程的背景---- 自身基础
2016下半年，全国公路工程质量状况总体平稳。高速公
路和干线公路抽检指标总体合格率分别为97.4%和96.4%，
与2016年上半年相比(以下简称环比)基本平稳（见图
1）。农村公路抽检指标总体合格率为97.3%，环比上升
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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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路水运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1、基本要素保障欠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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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路水运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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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品质工程”的必要性



打造品质工程的必要性

是落实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

不断提升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使交通运输
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顺应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发展新阶段的需要

打造品质工程的必要性

•通过打造“品质工程”，即
是着重从工程全过程入手，
以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方式
全面提升工程的内在质地和
外在品味，推动工程建设质
量和安全管理迈上新台阶。



提升核心竞争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手段。

打造品质工程的必要性

•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注重工
程细节，追求完美极致。培育工人
严谨的工作作风，敬业的工作态度，
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通过政府引导和推动企业进一步集
成性能可靠、先进适用的四新技术，
参与国际工程建设，将公路水运建
设标准、理念、管理方式、技术设
备等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核
心竞争力，实现我国交通工程由产
品向品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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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工程内涵解读

优质耐久是基础，安全舒适是目的，经济环保是建
设活动必须坚持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国策，社会认可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品质工程内涵

优质耐久

安全舒适

经济环保

社会认可



品质工程内涵解读

具体内涵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引领工程建设的先进理念

树立大安全观理念

展现现代工程科技含量

倡导工程建设管理的坚持原则

树立大质量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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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工程的总体要求

统筹推进
示范带动

目标导向
创新驱动

功能提升
注重效益

四个原则

政府引导
企业创建

   

  把打造品质工程作为新
时期公路水运建设行业

的新目标

分领域、分重点、分步骤
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和

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把使用功能作为公路水
运工程的核心价值

基本原则



品质工程的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

目标3

 形成一批可
借鉴经验的
品质工程示

范项目

目标2目标1

 形成品质工
程评价标准
和评价机制

在技术、管理、
标准等领域有
所突破和创新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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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一）提升工程设计水平

1. 强化系统
设计

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优先位置

达到耐久性设计目标的可衡量
的指标要求、控制措施要求

重点是强化全寿命周期设计



深圳盐田港区集装箱码头项目概况    

30/34



工程实例 -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工程耐久性

以工程质量的安全耐久为核心进行设计，提出
“50年不大修”这一耐久性要求，适当提高技
术标准，以确保主体结构的安全度和可靠度 

项目 本项目设计取值 国内标准、规范取值 

装卸桥荷载 
作业期 风速25m/s 风速20m/s 

台风期 风速77 m/s 风速55m/s 

船舶荷载 

靠泊速度 0.15m/s 0.08～0.10m/s 

撞击力 
结构设计考虑船舶事故撞 击时不破坏，

事故撞击力取为正常撞击力的两倍 

结构设计取正常撞击力，不

考虑事故撞击的要求 

岸坡稳定
整体稳定抗力分项系数

正常荷载: K>1.3 使用期：K = 1.1～1.3

极端荷载时: K>1.2 施工期：K = 1.0～1.2

设计标准部分取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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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例 -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工程-全寿命周期

n 从工程的实际检测结果来看，“50年不大修”这一质
量目标在技术措施上完全可以保证、可以实现 

n 按照“全寿命周期”这一理念进行建设的项目的质量
更高，结构更加安全、可靠。

n 与一般的项目相比，按照“全寿命周期”这一理念进
行建设、运营的项目，尽管在工程建设方面的投资额
会相对较高 （经测算，约高出25%），但全寿命周期
的总成本却更低，从而使得建设项目更能发挥出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2/34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一）提升工程设计水平

2. 注重统筹设计 

把推进模块化建设作为公路水运工程发展的方向



（一）提升工程设计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虎门二桥引桥中高墩区域采用预
制节段拼装箱梁标准化设计

全线3533榀梁统一在一个标准化工
厂集中预制，通过专业架桥机装配
化架设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一）提升工程设计水平

3.倡导设计创作
人的体验

人文历史

自然相融

大地音符（引桥与环境融为一体）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4.推进建设管理专业化

Ø 建设单位管理能力专业化，

是现代大型工程项目建设

组织的前提

Ø 提高分包工程管理和劳务

作业队伍的专业化能力是

提高施工专业化水平的主

要方向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5.推进施工标准化-使标
准成为习惯

              工厂化生产 装配化施工

               施工工艺标准化
              施工场站建设规范化

               管理模式体系化



乐 清 湾 大 桥 工 程 概 况 浙江省乐清湾大桥及接

线工程是浙江沿海高速公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

38.2km，概算金额约为

120亿元，其中建安工程量

约84亿元。

主线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

准设计，设计行车速度为100Km/h。

其中，桥梁工程23.83km/25座，占路

线全长的62.4%；隧道工程3.87km/3

座，占路线全长的10.1%,路基工程

10.5km，占路线全长的27.5%。

桥梁长度
占比

62.4%

路基长度
占比

27.5%

隧道长度
占比

10.1%



标段设置

预制厂1个

拌和厂不超

过2个

钢筋加工厂

不超过2个

三

集

中

钢筋集中加工

构件集中预制

混凝土集中拌合

“场“到“厂”的转变 —— 提高工厂化覆盖率

招标文件明确要求

全线7个标段

共设置

6个预制厂

10个拌合厂

1 1个钢筋加

工厂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混凝土拌合厂：
现浇工程（包括
隧道及小型构造
物）混凝土

钢筋加工厂：
现浇工程（包括隧道及
小型构造物）中的桩基、
墩柱、盖梁钢筋成品其
它钢筋半成品。

构件预制厂：
混凝土预制构
件（包括小型
预制构件）

工厂化
覆盖率
100%

三减

三改

减少

分散作业量

减少

野外工序

减少

传统施工

改
分散施
工为集
中施工

改
野外施
工为室
内施工

改
传统施工
为工厂化

施工

“场“到“厂”的转变 —— 提高工厂化覆盖率

★有效规范分包行为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YS04大临工程设计效
果图

指挥部大临工程
审批单

YS05节段梁预制厂设计效
果图 实景照片

—— 实施临建专项管理

临建工程
专项设计

指挥部
审批

验收合格
投入生产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场“到“厂”的转变



工前：原材料进厂准入制

过程：工序验收标准挂

牌制，工序交接零误差

工后：产品验收标识

《出厂合格证》制度

原材料进场验收

钢筋加工工序验收

节段梁出厂合格证

—— 标准化工厂生产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场“到“厂”的转变



“场“到“厂”的转变 —— 标准化工厂生产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场“到“厂”的转变 —— 标准化工厂生产

工序标准现场公示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施工现场推行工厂化管理理念

无论工点大小，积极推行工厂化管理理念，做到施工场地封闭化、场容场貌标准化、

操作流程精细化、安全防护规范化，达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场“到“厂”的转变 —— 标准化工厂生产

“工点”工厂化



  

水上栈桥平台标准化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塔身模板平台标准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承台钢筋绑扎标准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塔身钢筋绑扎标准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n 节段梁预制场标准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n 节段梁架设装配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n 索鞍工厂化，精工制造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n 钢箱梁制造工厂化、车间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虎门二桥全宽49.7米的双向八车道钢箱梁在工厂拼装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n 钢箱梁制造自动化，U肋顶板采用机器人自动焊接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n 缆索制造工厂化、车间化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6.推进工程管理精细化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标准化
管理体系 结果有考核

过程有控制

实施有标准

操作有程序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7. 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积
极
推
行

BIM
技
术



n 虎门二桥工程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过江通道，全

长12.89千米。项目批复概算111.8亿元，主体工程2014年8月开工，建设工期5年。

n 项目全线采用桥梁方案，两座超千米的跨江特大桥,坭洲水道桥为658+1688米的双塔双

跨钢箱梁悬索桥，大沙水道桥为1200米双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 =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钢箱梁BIM物料清单智能输出套料图，提高钢材

使用率，缩短下料时间！

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施工监控与健康监测一体化管理，桥梁结构全寿

命周期状态可知、可控！

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质量资料管理，数万份质量资料自动按BIM构件关

联、自动分类、永久保存！

Ø 质量检评表

Ø 检验报告单

Ø 材料试验表

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推进工程管理信息化

工程实例 - 虎门二桥



（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强化班组能力建设

Ø 推行班组首次作业合格确

认制

Ø 推行班组人员实名制管理



 班组规范化管理

1、施工现场不规范；

2、生产班组施工水平参差不齐问题；

3、工人对技术规范问题不熟悉；

4、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问题；

5、施工企业软肋“以包代管”问题；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班组规范化管理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班组全覆

盖

班组作业

标准化

管理手册

161个班组

3800余工

人 齐抓

共管

监理

指挥
部

项目
部

班组

五大员

班组长

巡查员

技术员

安全员

监理员

—— 网络化班组划分

施工班
组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班组规范化管理—— 班组首件制

班组首件交底 首件认可现场

首件认可验收单

班组首件认可制
流程

通过技术交底、安全教育、首件操作、首件
验收、首件总结，班组工人、技术员、监理
人员对工序的技术要求、安全要求、操作标
准化等明确了要求，对工序“三检制度”进
行了演练与熟悉。

预制T梁首件

首件监理报
检

现浇箱梁首件

班组首件认可

桥面护栏首件

首件工程认可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 班组考核与清退制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①班前提示 ②班前检查 ③班中巡查

④班后清理⑤班后交接⑥班后小结

—— 班组日常标准化

班组六步走班循环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3S清扫

（清除废料、干净明亮）

2S整顿

（物有其所、物归其所）

1S整理

（要与不要、一留一弃）

4S清洁

（规范统一、一目了然）

5S素养

（长期坚持、养成习惯）

6S安全

（以人为本、防微杜渐）

班组现场6S管理

—— 班组日常标准化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安全生产
“三个专项

标准”

通道标准化

防护标准化

标志标牌标准化

Ø全面推广定型化、
装配式通道专项设
计与验收

Ø统一规范全线安全
标志标牌

Ø统一规范高空作业、
跨路施工等区域的
安全防护措施

——班组防护标准化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标志牌标准化

——班组防护标准化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防护标准化

——班组防护标准化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班组规范化管理 ——班组防护标准化

通道标准化

8. 推进班组管理规范化



（三）提升工程科技创新能力

9.积极推广应用“四新技术”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四新技术

新技术 新材料 新设备 新工艺



（三）提升工程科技创新能力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一是坚持品
质工程的目
标导向

二是不断完
善标准形成
机制，充分
发挥标准的
引领和指导
作用。

三是不断提
高标准的含
金量



（三）提升工程科技创新能力

11.探索建立全产业链继承与创新体系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材料

装备

技术

服务



（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12. 落实工程质量责任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明确界定从业各方质量主体责

任，健全工程质量责任体系推

行班组首次作业合格确认制

Ø 明确责任各方，特别是关键岗

位、关键人的工作规范及工作

标准。



（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13. 推进质量风险预防管理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树立质量风险意识

Ø 建立科学的质量风险防控机制

Ø 科学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14. 加强过程质量控制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上道工序的
质量情况应
当满足下道
工序作业的
质量标准。

对自己生产
的产品和工
序负责。

代表企业对
产品和工序
质量的检查
、验收和评
价。

自检 互检 专检



（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

15. 强化工程耐久性保障措施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涉及工程耐久性的关键点和区域，提
出明确、有效、可行的控制措施，并严格执行。认真研
究和完善耐久性的检测方法和评价标准。



（五）提升工程安全保障水平

16. 加强工程安全风险管理基础体系建设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治理双重预防体系

Ø 倡导实行风险管理、隐患管理



（五）提升工程安全保障水平

17. 提升工程结构安全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实时监测、分析、预警导致结

构安全的关键指标，对结构安

全的状态可知、可控。

Ø 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对影响工

程结构安全的关键指标全面、

深入地开展调研与评估。



（五）提升工程安全保障水平

18. 深化“平安工地”建设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落实安全生产条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有效开展风险

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五）提升工程安全保障水平

19. 提升工程安全服务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提升交通设施安全运行的监测、

预警、排险、修复能力

Ø 提升交通设施的应急处置能力



（六）提升工程绿色环保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20. 注重生态保护

21. 注重资源节约

23. 注重节能减排



（六）提升工程绿色环保水平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七）提升打造品质工程的软实力

23.加强管理人员素质建设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24.提升一线工人队伍素质

Ø 建设一支具有现代工程管理能

力、专业技能、良好职业道德

的管理骨干队伍。

Ø 提高从业一线人员的技术和文

化素质，促进交通建设产业工

人、技术工人队伍的形成。



培养产业工匠 ——鼓励创新，倡导“三微改”   

隧道拱顶锚杆注浆

节段梁预制悬拼工艺
创新

移动式六角空
心砖拆运推车

钢筋骨架胎架施
工

隧道二衬砼自动喷淋
台车

仰拱和二衬钢筋精度
控制

工艺微改进，共16项 设备微改造，共16项 工法微改良，共37项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培养产业工匠

“两美”浙江立功竞赛

“最美班组”评选表彰开展技能比武 “工地之星”表彰

寻找“最美”建设者 质量安全知识竞赛

—— 正向激励，提升工人获得感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培养产业工匠

开设工友学堂特殊工种培训取证 班组长巡回交流

举办联欢会

发挥工人文
艺才能

改善工人住
宿条件

齐心协力共圆
大桥梦

组织马拉松 组织工地集
体婚礼

—— 人文关怀，共建家园文化

工程实例 - 乐清湾大桥



（七）提升打造品质工程的软实力

25. 培养品质工程文化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精益求精 全心投入

以人为本

弘扬工匠精神
创建品质工程

以提升质量、保障安全为核心

形成人人关
心品质、人
人创造品质
、人人分享
品质的浓郁
的文化氛围



（七）提升打造品质工程的软实力

26. 实施品牌战略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Ø 提升中国交通和企业品牌形象，让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1 打造“品质工程” 的背景

2 打造“品质工程”的必要性

3 我国公路水运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4 品质工程内涵解读

5 品质工程的总体要求

6 打造品质工程的主要措施

7 打造品质工程的保障要求

汇报内容



形成部省联动的工作协调机制、
专家咨询机制。加强经验交流和
借鉴。不断深化对品质工程的理
解和认识，不断从新的角度、新
的高度认识品质工程，为品质工
程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凝聚共
识，赢得社会的关注、认可和支
持。

一加强组织领导

打造品质工程的保障要求



打造品质工程的保障要求

一是规范建设

市场，公平竞

争、优胜劣汰

二是确保合理

的设计周期、

有效的施工

工期。

三是规范设

计变更，加

强工期调整、

费用调整的

管理

四是坚持合

理标价，保

证工程资金

足额及时到

位

规划是前提、设计是灵魂，工程建设项目要坚持科学论证
决策。严格基本建设程序保障。

二加强基础保障



打造品质工程的保障要求

出台品质工程创建实施
方案，研究制定品质工
程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三加强示范引导



打造品质工程的保障要求

发挥政策的引导激励作用，
让积极参与、扎实创建品
质工程的企业从中受益。

四完善激励机制



刘靖：13601008323
liu.jing@rio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