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2 日一大早， 在经历了持续

多日的凝冻天气后， 贵阳终于迎来了

阳光。在数博大道延伸段（贵黄路—太

金线） 下穿沪昆高速铁路桥项目建设

工地， 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人巫高文的

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天气好了，

施工速度又可以提一些了。 ”

“我们承担的这个项目是贵阳贵安

互联互通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条南北向的重要连接线。去年 10月底，我

们施工单位进场后，一周就完成了人员安

排、机械准备等所有前期准备工作，11月

3日，开始第一根孔桩施工。 第一次面临

时间这么紧的工程，这也是考验团体‘作

战’能力的时候了。 ”巫高文说。

走进桥梁承台施工点，巫高文对

施工人员反复强调：“这里施工作业

面较小， 切记要在安全施工的前提

下，保证施工质量。 ”

“现在正在进行桥梁下部结构施

工。 过段时间，还要增加工人，加快建

设速度。 进入到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时， 就要特别注意机械操作安全问

题。 因为桥面施工离沪昆高速铁路大

约 22 米， 特别担心大型吊车等因操

作不当破坏铁路，到时也会增加现场

安全监督员。 ” 巫高文说。

在工地巡查的一个多小时时间

里， 巫高文已接到无数工作上的电

话。 “每天涉及拆迁协调、管道迁改、

完善方案等的电话不下 200 个，手机

充电器得随身带上，有电的地方随时

充电。 ” 巫高文说。

回到项目部办公室， 巫高文又拿

出图纸仔细查看。 “作为项目的管理

者，项目建设所涉及的道路、排水、电

力、管网等的图纸都要详细了解，熟悉

设计的意图、理清关系，绝对不能在施

工时出现失误。 ” 巫高文说。

自从进场施工以来， 家住贵阳的巫

高文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从事建设工

作 11年，长时间不能回家本是常态，但这

一次面临的建设任务不比往常， 时间紧、

任务重，作为项目总负责人，一定要带头

作好表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圆满

完成任务。 ”巫高文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 文

周永 / 图

1 月 12 日， 连续多日低温凝冻

天气后，贵安新区迎来了暖阳。 在贵

安新区花溪大学城松柏环线北段

（贵安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施

工，现场一片繁忙。

松柏环线北段道路起点接黔中

大道与栋青路相交处， 终点连接花

冠路， 由贵阳段和贵安段组成。 其

中，贵安段长 1.6 公里，由贵州贵安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安建投公司” ）建设。 作为贵阳贵安

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 该项目建成

后对加速推动两地融合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2020 年 7 月 21 日进场施工以

来，我们克服了征收时间长、难度大

等难题，目前项目路基、路面等主体

工程已经完成，正全力推进人行道、

绿化、交安等附属工程，力争本月底

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 贵安建投公

司现场代表刘冀说。

松柏环线北段（贵安段）的施

工建设， 是贵安建投公司代建贵安

新区城市路网的一个缩影。 作为贵

安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贵

安建投公司是贵安新区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最早成立的一级子公司，承

担了贵安新区 80%以上的城市道路

建设任务。

36 岁的刘冀是贵安建投公司的

高级工程师， 也是贵安新区城市道

路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

2013 年 6 月， 学习道桥专业的

刘冀进入贵安建投公司， 在一线施

工单位干了几年后， 他凭着过硬的

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建设经验， 很快

成为建投公司的骨干， 参与了贵安

新区多条城市道路的建设。

据刘冀回忆，白马大道、兴安大

道、 金马大道、 贵安大道 “三横一

纵” 道路， 是贵安新区最早建设的

路网。那时，贵安辖区主要以县乡道

路为主，路幅在 7.5 米左右，通行条

件有限， 这给道路施工带来很大难

度。“两个标段之间直线距离只有 2

公里左右， 但开车从一个标段到另

一个标段，需要绕行 1 小时左右。 ”

他说。

“最早的时候，不管是领导还是

一线工人，每天去上班都只能走路，

而且常常要爬山下坎。 ” 刘冀说，由

于没有便道，每天到项目工地上班，

开车只能到附近的路口， 然后需徒

步几十分钟进入项目部或施工现

场，“翻山越岭” 是常事。 同时，大型

材料、设备等进场也十分困难，为避

免白天造成拥堵， 施工单位只好选

择在夜间车流量少时进场。“那时每

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 我们很多时

候都是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 通宵

是常事。 ” 虽然又苦又累，但在刘冀

看来，能参与新区的开发建设，特别

有成就感。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贵安最早的

“三横一纵” 100 多公里道路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成功建成交付。 首批道

路的顺利竣工，也拉开了贵安新区快

速推进城市道路建设的大幕。

据贵安新区住房与城乡规划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七年来，贵安新区

稳步推进城市路网建设：按照“九横

十纵” 规划，构建直管区内外通达的

城市骨架路网；围绕产业园，如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

西南粮食产业园等，完善园区道路，

服务产业发展； 按照产业带动城市

发展的战略，推进生活、居住、商业

等城市配套路网建设， 如围绕高铁

站、综合体、医院、学校等加密路网，

构建便捷、通达的城市道路系统。

“经过七年建设，目前贵安新区

已经构建了内畅外通的城市路网，

打通了城市发展的动脉。 ” 该负责人

表示， 接下来将深入贯彻落实贵阳

市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 进一步推

进路网建设，持续完善城市“毛细血

管” ，为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以

及贵阳贵安融合发展、 高质量发展

做好基础支撑。

本报讯 1月 12 日， 记者从承

建单位贵州贵安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获悉，松柏环线北段（贵安段）

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已具备通

车条件。

当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工

人们正抓住难得的晴好天气加紧施

工，现场机器轰鸣。“2020 年 7 月下

旬进场施工以来， 公司组建了工作

专班， 及时跟进项目建设， 同时倒

排工期， 根据时间节点及时调度，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 贵安建投公

司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何琪说，项

目的路基、 路面等主体工程已经完

工，目前正全力推进人行道、绿化、

交安等附属工程建设， 预计本月底

全部完工，实现交付使用。

松柏环线北段道路起点接黔中

大道与栋青路相交处， 终点连接花

冠路。 该道路途经贵安新区花溪

区，总长 6.9 公里，其中 1.6 公里

位于贵安新区区域，5.3 公里位于

花溪区区域内。 松柏环线北段（贵

安段） 道路等级为城市结构性干

道， 道路设计车速 60 公里 / 小时，

双向 6 车道； 道路红线宽度 40 米，

两侧预留 30 米绿化带，为后期道路

拓宽等建设预留了条件。

“目前，从贵安新区开车到省

委需要 50 多分钟，松柏环线北段建

成后， 时间将缩短至 30 分钟左

右。 ” 何琪说，项目建成后，将与磊

马路、黔中路、松柏环线贵阳段、花

冠路一起组成贵安贵阳东西向的重

要通道， 对有效缓解甲秀南路的交

通压力， 加速贵安贵阳融合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 文 石照昌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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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讯 1 月 11 日， 贵安新区高峰镇举行

2021 年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部署今冬明

春全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贵州省、贵安新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相关会议精神，总结分析了前段时间全

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 会议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

高发态势，国内多地报告新增本土散发病例或聚

集性疫情。 特别是新春将至，人员流动频繁，疫情

传播风险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会议要求，全镇广大干部职工要提高思想认

识，克服松懈、松劲以及麻痹思想，各司其职，按

照党中央、省委、贵安新区党工委的安排部署，梳

理工作任务，把握重点环节，扎实抓好今冬明春

全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群众度过一个

健康、欢乐、祥和、温馨的新春佳节。

会议强调，要科学有效抓好防控工作，筑牢

防线，严防死守，做到人防、物防全面到位；要优

化网格员队伍，明确责任，建好工作台账，及时

跟踪，落实好日报告及重要事件即时报制度，科

学管理，确保零疏漏；要做好对重点人员的排查

监管工作，管理好重点行业、重点场所；要加大

宣传教育力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要做好物资

储备，加强工作调度，强化工作督查，做到依法

防控，守好高峰这一片净土，确保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欧阳德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党武镇和高峰镇部署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1 月 11 日，贵安新区党武镇举行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部署冬春季

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了省委书记谌贻琴和省

委副书记、 代省长李炳军就做好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批示精神， 以及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我

省重点人员管控措施的通知》及 1 月 9 日贵阳

市、 贵安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随着春

节临近， 人员流动性加大， 聚集性活动特别是

室内活动增多，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贵安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的要求，准确把握疫情防控形势发

展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 防控措施，持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

成果； 要加强与大学城的对接协作， 落实好联

防联控机制， 明确专人负责， 建立健全疫情多

渠道监测和触发机制， 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

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要加大宣传力度，

严格抓好返乡前、返乡途中、返乡后人员教育管

理，倡导群众减少聚会聚餐，减少到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活动，自觉遵守测温、扫码、戴口罩等

防控规定；要认真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健全应急

队伍，做好培训演练，提高应急处置工作能力，

加强医疗设备、防护物资的储备，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重要生活物资供应，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马场镇安排今年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1 月 11 日，贵安新区马场镇组织

学习贯彻全国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座谈会精神，

安排今年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指出， 马场镇是烟花爆竹零售重点区

域，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

周密安排，狠抓责任落实和措施落实。 要加强预

防、协同应对，积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要突出重

点、扎实工作，全面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安全隐患

排查。 要严格开展安全检查和监管执法，绝不允

许执法过程中有“宽、软、松” 现象。 要加大对非

法经营、非法运输、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打击力

度，对其坚决采取“零容忍” 态度，防患于未然。

（路存存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安织路成网 畅通发展动脉

松柏环线北段（贵安段）主体工程完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 文 石照昌 / 图 岑继维 / 制图

数博大道延伸段（贵黄路—太金线）下穿沪昆高速铁路桥项目建设者巫高文：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互通式立交是贵安新区交通发展的一个缩影，图为兴安大道兴安互通。

松柏环线北段（贵安段）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推进附属工程建设。

巫高文（右）与技术负责人在施工现场核对施工图纸。

■相关新闻

贵安产控集团

多举措防低温抗凝冻

本报讯 连日来， 贵安产控集团消隐患、

备物资，应对持续性大范围的低温天气。

针对近日的低温雨雪凝冻天气，贵安产控

集团现代物业管理公司全力做好 “抗凝冻、保

运转，消隐患、促发展” 各项工作，提前储备相

应的防寒防冻、应急备用物资，持续对园区周

边天气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实时反馈，每天定

期对管辖园区的消防、电力、特种设备、物业结

构等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路面

不同程度结冰、凝冻现象，及时进行除冰，放置

警示标志灯。

针对标准厂房二期、物流园 A1 栋、云谷综

合体 AB 地块、科创园等重要区域，该公司定期

组织人员撒盐除冰，设置警戒线，清除树木结

冰。 截至 1 月 11 日，共使用工业用盐 1.3 吨，

除冰面积约 11 万多平方米。

下一步， 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

抓好抗凝冻物资采购等工作，全力保障园区正

常运转及员工出行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