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无畏途因路宽
———345 国道新建至宁陕公路改建工程建设纪实

记者 安天 朱洁

春色烂漫，桃花开、梨花开，你追我赶。 在宁陕县 345 国道项目现场，更有劲头的是项目建设的进度，机械、人
工轮番上阵，机械轰鸣，这蓬勃的势头比春色更加势不可挡，更加动力澎湃。

345 国道新建至宁陕公路改建工程是国家路网规划启东至那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省和安康市“十三五”
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工程起于宁陕县新建村，止于宁陕县城，与 210 国道相接，全长 51 公里，其中二级路段 36.2 公
里、三级路段 14.8 公里。

根据 2019 年 3 月 27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宁陕县作为
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主体，于 2019 年 4 月采用“建养一体化”模式启动项目，建设期为 2020 至 2022 年，养护服务
期为 2022 至 2026 年。 项目实施始终坚持贯彻“中省补助、市县联建”方针，征地拆迁和项目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全线路基土石方 210 万立方米，防护工程 22.4
万立方米，桥梁 18 座，涵洞 191 道，路面 41 万平方
米。现已完成土石方开挖 200 万立方米，防护工程 21
万立方米， 涵洞 191 道，18 座桥梁下部结构……”在
这气势如虹的数字之后，凝聚的是广大参建干部、群
众的心血和汗水。345 国道项目办工程部副部长蒋勇
坦言，项目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之快的进展，是因为宁
陕县全力推进征拆工作,为 345 国道建设营造了良好
的施工环境，为全线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45 国道新建至宁陕公路改建工程宁陕县城关
镇段全长 23 公里， 沿线涉及 5 个行政村、 村民 240
余户，作为人流车流最集中、服务乡村振兴最有力、
支撑旅游经济最直接、群众期盼最强烈的重要路段，

城关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建设，本着“修自
己的路”的理念，全镇从发展大局出发，统一思想认
识，加强与有关单位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想方设
法筹措征迁资金，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矛盾，全力
做好协调保障工作，创造了最优的施工建设环境。

“对于 345 国道项目建设我们重点支持、重点保
障，依法依规给拆迁户做思想工作，保证项目进展顺
利。 ”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用公平建立信任，用爱
心化解难题，不搞特殊化，不让老实人吃亏，这是每
一位城关镇龙泉村征地专班工作人员的共识， 更是
对龙泉村境内拆迁户 18 户 50 余人的交代。

“宋玉波、宋玉济等 7 户 7 栋刚装修好的住房，
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全部拆除完成了。 ”拆迁工作就

像一条纽带，一边连着干部，一边连着群众，想通过
这条纽带走进群众心坎里，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坚强
的毅力。 在拆迁过程中， 龙泉村始终秉持以情 “动
人”，以理“服人”，以法“醒人”。 为了保障拆迁工作顺
利、按时完成，干部们都自愿当起了群众的“义工”和
“调解员”。 协调人员帮助拆迁户搬家，并帮助解决过
渡期住房问题， 全程帮办代办拆迁户新建房宅基地
手续，尽最大努力做好服务，赢得了民心，取得了支
持。

龙泉村党支部书记陈财健告诉记者， 龙泉村征
地专班工作人员针对每户拆迁户、难点户，坚持量体
裁衣，分析研判重点户实际问题和困难，与拆迁户讲
政策、谈发展，让拆迁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

征地拆迁温度>速度

选派两名专业技术人员为“业主代表”长期驻扎
项目建设一线；运用新技术、开展课题研究，高校合
作提高项目“智”量……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这是一种职业要求，也是
一种专业精神，更是一种崇高使命。 对于建设质量与
速度的关系，345 国道建设者在“好”与“快”之间始终
坚持把质量控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项目管理精细化， 为品质工程建设增添不竭动
力。项目建设前，345 国道项目办制定印发了《项目管
理手册》《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手册》和《项目资金监管
工作规程》，细化了工程质量、进度、计量与支付、设
计变更、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管理办法。 项目建设
期间，监督施工单位加强岗前质量安全技术培训，督
促监理、施工单位发现问题现场指出、即时整改，从
源头上遏制质量通病、工艺通病。

每周开展安全巡查、 每月进行一次质量安全检
查，使质量安全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高度重视问题整
改，针对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局等部门综合督导检
查指出的问题，落实监理、施工单位立行立改，举一
反三开展自查自纠。 坚决杜绝不合格材料和设备进
场，加强砌体结构物、“三背”回填、软基处理等工程
施工质量安全的监督与控制。

2021 年 7 月 22 日，345 国道项目办邀请长安大
学公路学院道路系教授延西利、 姚爱玲一行现场调
研指导沥青拌合站温拌技术改造和施工技术工艺优
化；2021 年 8 月 18 日，345 国道项目办邀请长安大
学路基路面专家游庆龙、 公路工程技术咨询专家姚
爱玲教授， 在建设一线施工现场踏勘指导；2021 年
10 月 27 日，345 国道启动城关镇境内沥青面层试验
段铺设工作,邀请长安大学技术团队、西安长大公路

工程检测中心工程师姚振宏、 周科学到现场指导面
层铺设工作……

“施工中重要时间节点、工序的重要节点，长安
大学教授团队都会前来进行技术指导。 ”345 国道项
目办副主任肖钢介绍，项目建设积极探索新理论、新
技术应用，以技术优势助推项目建设。 与长安大学公
路学院专家教授深入合作， 开展生物质路面修复材
料性能优化及融合演化规律研究、 秦岭山区温拌沥
青路面铺筑技术和温拌沥青应用研究、 蓄盐砂沥青
路面主动融冰雪技术研究、 秦岭生态保护区路基边
坡防护与加固技术研究等专项课题研究论证， 因地
制宜优化施工方案，调整施工工艺，落实全过程目标
导向， 委托西安长大公路工程检测中心跟踪技术咨
询，创新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跟踪造价控制，全方位
切实保证工程质量达标。

项目建设质量>进度

时至初春， 345 国道山色无限， 变化万千，一
路遇见石泉、宁陕的春光烂漫。345 国道路基基本完
成，全面转向路面施工阶段，正向 2022 年 6 月底建
成通车“开足马力”。

近日，记者在太山庙大桥施工现场看到，工人
们正用专用机械调整桥板位置，不远处有的工人在
焊接构件，有的在搬运材料，处处是一派紧张有序
的繁忙景象。 记者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345 国道工程
建设者们的信心和干劲。

信心和干劲是拼出来的。 在 345 国道建设过程
中，遇上的疫情、水毁等困难不在少数，也为项目建
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021 年 7、8、9 月雨水不断， 345 国道沿线都
有不同程度的塌方， 造成直接损失 2000 万元。 ”
2021 年 8 月至 10 月份宁陕县受强降雨的影响，导
致 345 国道在建项目沿线多处边坡垮塌，挡墙及路

床冲毁，涵洞、排水设施冲毁，施工便道冲毁等水毁
灾害问题。 蒋勇告诉记者，项目办第一时间组织审
批单位、项目业主和咨询、公路工程及预算专家深
入水毁工程现场，从专业技术角度深入研讨水毁工
程防护型式、安全设施、处置方案措施，让项目在正
常推进的同时做好工程修复。

“石沟梁最高海拔在 1563 米，根据 2019 年 12
月新修订并实施的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规定，1500 米以上禁止开发。 ”记者了解到， 345
国道 K25+290 至 K30+355 石沟梁段位于秦岭保护
区，涉及保护区 5 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 2.21 公
里。 为贯彻执行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红线” 要求，345 国道项目办在省市主管部门指导
和支持下，立足“建设生态、环保、旅游路”，将无法
实施的 2017 年原“大开挖”设计方案，确定了“旧路
原级改造”变更意向，历时一年半时间变更设计通

过审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投资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在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345 国道参建单位
克服物资、人员等困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
目推进，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要求，把保障参建
单位人员生命安全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核心目标，
主动与医疗防控用品销售企业联络， 通过公司调
运、自行采购等方式标配防控物资，健全防控制度
和物资用品使用、登记台账，定期开展环境消杀，安
排全体工作人员就近接种疫苗，保障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 为 2022 年 6 月底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团结凝聚力量，协作成就未来。 345 国道项目建
设者沐雨栉风、携手并肩，用智慧和汗水，为安康百
姓交上了靓丽的答卷，在安康交通强市建设新征程
书写了新篇章。迎接他们的,是一路风尘、一路凯旋！

面对挑战方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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