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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147 公里的浙江台州沿海高速
公路，为台州这座组合型城市，串联出了
一条黄金线路。甬台温沿海大交通的瓶
颈问题，从此不再成为台州发展短板。这
条山海之路打通了台州的发展脉络，更好
地融合了沿海空间和资源优势，为台州带
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15 年 6 月，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一举中标7.45亿元的台州沿
海高速公路台州湾大桥及接线工程TS14
标项目。工程穿越台州市温岭市箬横
镇，全长 7.15 公里，其中主线路基 792
米，主线桥梁6358米。在桥梁与路基之
间，坐落着15个人口稠密的行政村，线
路长，横跨道路多，上部结构形式多样
等难题迎面而来，1467根钻孔桩，55座
承台，1286个墩柱，预制并架设2730片
T梁的任务更是难上加难。

面对嶙峋之路，新组建的台州湾大
桥及接线工程 TS14 标项目部沉着应战，
悉心建设。是什么让难题迎刃而解？秘
诀只有一个：品质工程标准建设！

工艺工法 微创新

在TS14标钢筋加工场，你很少看到
密集型人工忙碌的身影，在这里，80%
的工作由机器完成，技术创新是实现这
一步的关键。

TS14标项目部自进点以来，就瞄准
了工艺工法“微小创新”的目标，项目
经理詹崇谦带领的项目科技创新小组根
据现场需求，制定系列攻关课题，自主
研发出“钢筋笼加工流水线”，提高效

率，节省成本。
钢筋自动上料切断传输机，减少了

交叉作业，极大地提高了下料精度。操
作简单省力，只需一位工人，便可完成
原先4人的工作。功效提高60%。

钢筋端头打磨机，解决了人工打磨
不平整的通病。有效提高了钢筋机械接
头的平整度，一次打磨 4 根钢筋，较原
先功效提高80%。

数控自动焊接弯圆机，一位工人操
作，便可将圆弧误差控制在±3 毫米以
内。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加强圈弯制精
度，解决了圆形钢筋接头翘头以及焊接
变形的质量通病，成本更是降低了30%。

与此同时，TS14标项目科技创新小
组也加快了桥梁施工工艺创新步伐。通
过除锈钢模板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墩柱
外观质量，使墩柱外观色泽一致，还保
证了模板周转速度。研发盖梁钢筋骨架
自动焊机，以机械代替人工，焊接质量
大幅提升。更为盖梁钢筋整体绑扎、整
体吊装创造了条件，并让检测变得更加
简易，减少了高空作业时间和安全隐患。

施工新理念 由“场”到“厂”

技术创新给项目标准化建设带来了
巨大变化，工厂化作业率先“尝鲜”。

TS14标项目部引进了数控钢筋笼滚
焊机、数控自动弯曲中心、数控自动弯
箍机、数控调直切断机，智能张拉机、
智能压浆机。成功打造了“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的施工新理念。

在TS14标钢筋加工场，从钢筋原材

下料到成品存放均为半自动化流水线作
业，每道工序由专业机具设备、专职作
业人员来完成并验收，确保“人、机、
法”程序化。目前，TS14标项目钢筋加
工全部实现工厂化作业。

由“场”到“厂”的转变，还带来
了“现场”与“工厂”的直接连线。
TS14标项目部针对工程进度，按计划制
定成型钢筋加工配送进度表，确保现场
所需钢筋在加工厂成型后，一次配送到
位，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及施工质量。

项目管理信息化 标准化

如果说工厂化是标准化建设的条
件，那么，信息化则是它的灵敏触角。

TS14标项目管理全面应用沿海高速
三级视频监控系统信息化技术，及时掌
控项目人、机、物状态。在 TS14 标工
地，门禁实现视频自动识别功能，工人
和机械进出自如。项目试验室、混凝土
拌合站、预应力智能张拉、桩端压浆等
生产数据实现实时采集、监测，对异常
数据及时分析并触发报警。

已完成的每根 T 梁、墩柱等结构
物，都自动生成包含结构各种要素的二
维码，人们只需轻轻一扫，可随时查看
结构状态。每名作业人员的安全帽都贴
有二维码，信息包括人员姓名、年龄、
班组、进场日期和安全教育培训等。

TS14标项目部信息化应用，还满足
了远程技术交底，下达作业指导书、施

工方案，传输并查询工人信息等需要，
极大地提高了项目管理水平。

标准化建设还为项目安全管理带来
了显性效率。

TS14 标项目部在每一处危险源地
段，都设置了限高、限速、反光等警示
标志及 LED 警示灯带，其中，施工区
域与地方道路还采用隔离墩保证安全。

泥浆池装配式护栏防护，基坑、立
柱自制钢爬梯及作业平台等，安全防护
措施步步到位。支架安全监控预警系
统，可实时观测支架沉降、变形及整体
稳定性情况，并及时发出预警。龙门
吊、架桥机等特种设备设立指纹识别系
统，仅持证人员可操作。持证人员信息
及特种设备检验合格证、使用登记证及
操作证，在公示牌上一目了然。

此外，由安全总监陈果果作为责任
人的安全监督系统，实施全员、全方
位、全过程“固锁”；通过培训、交
底，让全员知道为什么要安全、怎样才
安全，违章作业有什么后果；通过 21
个党员先锋岗、48个青年安全岗、5个
专职安全员、36 个群安员的巡查体
系，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
程、上下贯通的安全网。自2015年6月
份以来，该项目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班组建设 给组长“配脑”

“班组”是标准化建设的生产要
素，更是推动标准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TS14标项目部给班组长“配脑”。班
组长责任制“入脑”，才有作业层全员的
规范行为习惯和执行力。项目部通过工序
卡控制和班组首次作业合格确认制的双管
齐下，对工序质量进行单项卡控，把验收
权交给班组长，也把追责鞭扬在班组长身
上。同时，制定班组长安全质量责任制管
理及考核办法。每天，由班子成员和管理
层按分兵把口的责任区，进行巡回督查，
发现问题通过信息群的网络平台随时曝
光；每月，由项目部进行班组长考评、表
彰，奖惩兑现。

在文明施工上，实行班组 6S 管理，
把提升作业人员文明施工素养、保持现
场文明作业行为的责任，全部落地班组。

在大山大海之间造就一条公路，是挑
战，也是机遇。TS14标项目部遵循“品质
工程标准建设”目标，研发新工艺、新工
法，采用新材料、新举措，在台州沿海高速
全线得到推广应用。项目部接连获得浙
江省“施工标准化工地”、浙江省“平安工
地”示范施工合同段、浙江省“工人先锋
号”，和台州沿海高速“施工标准化优秀项
目部”、优秀班组等十余项荣誉称号。

东 海 岸 边 的 标 杆 风 采
——中铁四局二公司台州湾大桥品质工程标准建设掠影

□通讯员 高炼 周双平

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上海临
港地区海绵城市建设交出首份答卷，目前首期四
个样板工程均已完工。

临港是上海首个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地
区，也是全国目前30个试点城市中最大面积的
海绵城市，涉及临港主城区、临港森林一期、临
港国际物流园区和芦潮港社区功能板块，试点面
积达79平方公里，包括7个示范区、15个项目
包、100余项具体工程。日前，在上海临港地区
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大楼的会议室里，临港管委
会建设和环境保护办主要负责海绵城市建设的冯
文庆边指着临港海绵城市规划地图，边告诉记者
哪里是新建城区海绵工程建设示范区，哪里是已
建城区海绵工程建设示范区，哪里是老城区积水
改造及河道综合治理示范区。

冯文庆告诉记者：“临港海绵城市试点提出
了‘5年一遇降雨不积水、100年一遇降雨不内
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总体建设目
标。示范重点各有侧重，已建区以问题为导向，
新建区以目标为导向，项目类型涵盖公园与绿
地、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管网建设等。”

临港地区土壤的盐碱化程度高，地下水位
高，渗水性比较差。在海绵城市推进中，针对这
两个特殊情况，安排了相关的特有海绵工程如土
壤盐碱化改良、移动森林等，在建设海绵城市的
过程中，力争形成一些经验和办法。据介绍，首
期完工的样板工程涉及海绵型小区、海绵型绿
地、海绵型道路、水系整治与生态修复以及污水厂提标，涵盖了临港海绵城市
试点“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各环节，项目工程效果和示范引领作
用近期在住建部专家组绩效评估中得到充分肯定。

四大样板工程

今年，临港共推出四个海绵城市样板工程。分别为:
滴水湖环湖景观带采用了透水铺装，达到雨水就地下渗消纳的海绵城市要

求，在降雨时有效减少地表径流，提供舒适安全的活动空间。此外，还选用了
透水盲管、生态湿地、生态驳岸等海绵技术，对地面雨水进行收集净化和处
理。该景观带E1区跑道是一个样板工程。E1区跑道透水性强，选用蓝色透水
沥青及生态透水砖。这两种建材在渗水性方面均达到了A级标准。冯文庆说：

“比如，把一瓶500毫升矿泉水倒在跑道上，两秒钟不到，跑道就干了。”
临港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支撑单位工作人员、上海市政院陈涛说：“新芦苑

老城区海绵化改造项目，设计人性化，注重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和提升小区
居住环境，解决小区积水问题。如生态停车场在设计时，停车位上就设有多个栏
杆，以杜绝一辆车停两、三个车位的状况。生态停车场的边沟还能将雨水导入到
雨水花园进行处理。在绿化改造中，采取高位花坛的方式，让苗木不受地下水位
影响。同时，为了不影响居民采光，所有花坛均不能高过住户窗户的下沿。”

临港污水收集系统工程是对原有污水处理设施的扩建和提标改造，是样板
工程中唯一的一个区域性工程，对海绵城市系统治理、末端处置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四涟河道工程采用了生态护岸、雨水排放口水质净化措施、植被缓冲带等
多项海绵城市措施，是水系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

体制机制创新

另据了解，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在体制机制上
进行了创新探索：

构建了海绵城市整体化、系统性的规划技术路线。日前审批通过的《上海
临港试点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三年实施计划，明确海绵城市各项建设要求
与规划管控指标。同时，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对应，城市规划、建设等相关部
门在建设用地规划或土地出让环节对海绵城市相关目标与指标落实情况予以审
查及审批。

此外，为加强项目管控，临港管委会还建立了从规划设计、资金管理、指
标管控、项目审批、项目建设，以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全过程管控。

最后，冯文庆说道：“临港试点区内不仅有样板工程，同时还确定了一批
重点、示范工程，其中二环带海绵化城市公园项目将通过PPP方式先行先试。
临港正朝着生态之城、环保之城、未来之城的目标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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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模式在实际运用中有哪些是建
筑企业特别关心的问题？在制度设计、
合作伙伴等选择上如何进行风险识别和
分担？

由北京基业长青管理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和上海九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主办的“2017 中国物联网+新型智慧城
市暨PPP建设发展论坛”近日在上海举
行。论坛的内容包含智慧城市政策研究
与解读、规划与顶层设计、产业运营、
城市运行管理，以及解析应用PPP模式
4 大关键要素——即制度设计、运营补
贴、合作伙伴、绩效考评。

在本次论坛上，由北京经济技术投
资开发总公司投融资部总经理、中关村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家开发
银行总行专家库专家宋杰，上海市城市
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 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黄璟、上海外经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合约总监黄培君、北京基业长青管理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啸东组成
的专家团队，与到会的企业管理层等共
同参与了一项沙龙活动，特别探讨了
PPP模式推广过程中的客观现状，所探
讨的PPP模式的终极目标、决策者及合
作风险等观点引人深思。

风险的综合性、动态性影响决策

不少企业代表在会上提出，自身企
业所参与的PPP项目没有案例介绍中所
提到的那么规范，区域位置也不够好，
政府的经济条件和实力也不够强。

从近几年 PPP 模式的项目实际来
看，北、上、广的项目确实很少，而在
位置稍偏远的地区反而“风生水起”。一
些政府平台的城投公司也在近两年开始
涉足PPP项目，只要在债务关系上与政
府撇清关系，也可以称为社会资本，与
其他公司开展竞争。

宋杰认为，尤其是2008年以来，有
些省份或地区的步子迈得很大，“大”的
程度体现在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地方政府
的城投公司融资来实现。明显的例子比
如江苏和浙江两省GDP都很高，但发展
模式并不一样。江苏省依靠平台公司增
加融资把区域经济发展提上来，而浙江
主要走依靠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从
2015年底地方债券发行情况全年统计来
看，江苏省以3194亿元排第一，但是这
并不能说明其投融资风险最大，因为其
有良好的经济实力支撑。宋杰补充说，

希望提醒企业注意的是，在项目实施之
前应该关注地区发展的综合因素，而不
是被市场假象所蒙蔽。他认为，在具体
项目实施方面，应该更多关注地方经济
发展是否可持续，一是看地方政府的财
政收入来源，二是看未来其土地价值的
上升空间。不同于条件相对成熟的区
域，有些偏远地区的PPP项目具有较大
不确定性，包括成本、政策、市场等诸
多方面，必须全面深入分析具有决定性
风险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所面临的风
险和机遇，尽最大可能避免降低风险。

慎重对待“伪PPP”

黄培君也坦言，目前企业参与的一
些PPP项目与真正的PPP项目差距还是
很大，甚至不够规范。比如在某些PPP
项目的合作谈判阶段，地方政府希望投
资款一次性到位，而不是按比例支付。
企业应该慎重对待一些“伪PPP项目”。

从PPP项目的合作模式来看，一般
而言合同期限较长 （大多为 10 年至 30
年），合同期限的确定主要是由财务分
析、全过程集成、设施寿命、技术寿命
等共同决定的。宋杰介绍：“为什么同类
型的项目在投资款年限上不一样，往往
要根据实际的财务分析进行测算，选取
资本收益率的最佳时间点。即有的项目
在测算中，20年经营权比25年经营权回
报率更高。”

周啸东认为，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
定性、信息的不完整、不对称等，容易
造成无法覆盖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
况，也难以采取相应合理对策，甚至造
成政府的强势或者违约。有的企业为了
追求短期利益，难免会在各方谈判中妥
协或者被“敲竹杠”。所以必须要有机制
来进行规范和约束，也是倒逼地方政府
完善信用和管理机制。

推行PPP模式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
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最主要的关联
者是公众。所以PPP项目是政企合作的
一种互补模式，但绝对不仅仅是政府和
企业等各方的单方面合作，其决策主体
应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公众、合
伙人和金融机构等，根据最终的目标，
需要保证公众的利益，过程中财务透
明，有相关法规，有公众参与决策或兼

管等显得尤为重要。

PPP项目竞争是否国进民退？

在谈及 PPP 项目当前的市场竞争，
是否真的如舆论所言，民企在PPP项目
的竞争中不及央企？专家们也给出了独
到的见解。

黄培君认为，民企和国企各有优
势，市场分层带来了不同的机会。第一
层次是央企，民营企业在投资额度上会
受一些限制，可以关注一些投资回报率
更快的小型项目。在现有的客观条件
下，如何找到自身定位，是值得探讨的。

黄璟也提出，有些舆论提出的国进
民退是客观存在的，PPP模式比较更适
用于需求大、投资大的一些项目类型，
国企在资金提供及抗风险能力方面，确
实更能得到合作方的信任。但她也坦
言，PPP 模式之所以在国内推进力度
大，是希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进来。任
何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市场定位，而且
全国范围尤其在“城市双修”等市政建
设工程量仍然很大。民营企业如果有一
定资金，所聚焦的PPP项目，一定是和
其产业链有相关联性，总是做其自身擅
长的部分。在PPP模式中，民营投资者
不可能只做一个投资人的身份，更多是
运用专业和技术的部分作为支撑，否则
会有隔行如隔山的尴尬。

民营资本如果要进入PPP项目竞争
领域，一定是聚焦于专业和核心竞争
力。比如有的企业在 PC 领域有坚实的
基础，在 PC 桥梁的项目中会有优势；
有的企业做环保设备，如果投资水处理
项目，或者在一个大型水处理设备中使
用的是自有设备，那么在其所拥有的商
业优惠是其他企业所不能比的。

周啸东也持相同观点，相比国企的
决策机制相对更长，“船小好调头”是民
企在这场竞争中的优势。

黄璟说：“对于企业在这一轮PPP项
目的竞争中，政策敏感性也要增强。在
一些新闻和舆论中可以嗅到市场先机。”
比如，生态修复项目和综合管廊将会是
未来的市场热点。在“城市双修”的任
务单中，河道整治也有很大的工程量，
上海即有上万条河道。因此，机会永远
是给予有准备的团队。

PPP 模 式 最 终 目 的 是 保 证 公 众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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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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