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三月刊

总第7期



国道G105中山沙朗至古鹤段改建工程位于中山市，北起西区沙朗，经过西

区、沙溪镇、南区、板芙镇、三乡镇，南至中山市三乡镇与珠海交界处。本项目

范围自北向南分为两段（扣除南区路段），路线32.264km。其中北段沙朗至中

山三桥段起于西区沙朗立交（ K 2 6 3 9 + 4 9 8 . 0 2），终于中山三桥

（K2648+952.10），路线长22.81km。本期工程主要为一期工程（公路部分）

的市政配套，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非机动车道（自行车道）、狮滘口大桥拓宽、

机非分隔带、排水管沟、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照明工程、绿化工程等市政设施。

国道G105作为中山市的“黄金走廊和经济大动脉”，是中山市规划的快速通道

体系中的重要南北轴。4月15日13时30分，中山G105沙朗立交跨线桥主桥提前

15天完工通车，标志着中山G105主线拉通迎来重大进展，打响了105南段10座

跨线桥连接主线贯通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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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中山市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综合情况总结暨2021年度“品

质工程”动员会圆满召开，会议由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建军主

持，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克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赵文喜、曾伟战、公路事务中心副主任杜圣友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出席

会议，全市30个重点公路水运在建项目（标段）的建设、监理及施工单位主

要负责人共150人参加会议。

根据议程安排，上午参会人员前往中开高速项目岐江河拆桥现场、TJ-3B

标钢筋加工场以及施工现场观摩学习，下午在局第二办公区五楼会议室召开

动员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2020年中山市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考核情况、质

量安全综合检查情况以及“品质工程”创建工作情况，二环快速路东段项目

代表作2020年“品质工程”创建经验分享；西环高速、金字山互通立交工程、

中开高速项目代表分别作表态发言。交通工程事务中心主任涂向阳结合存在

问题及当前形势对2021年质量安全监管及“品质工程”创建工作做计划和部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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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梁克局长对我市交通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及创建“品质工程”工作

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抓好组织领导，保证责任落实，参建各方要提高政治

站位，严格落实责任制度，为我市交通工程建设提供组织保障。二是抓好安

全生产，保证项目进度，各参建单位要守住安全红线，紧密围绕年度目标，

在严把安全质量关的同时，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为打造品质工程注入动力。

三是抓好质量建设，保证人民满意，牢固树立为民服务意识，不断提升交通

工程建设为民服务水平，推动我市交通工程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用质量过

硬、安全高效、人民满意的精品工程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为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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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至4月1日，省交通厅中开高速项目监督组联合我中

心对中开高速项目开展为期3天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

检查期间，监督组分成三个检查小组，分别对外业质量安

全，实体原材料及内业资料进行重点抽查。检查发现项目存在

钢筋墩粗不直、路基局部回填压实厚度不满足要求等问题。

检查结束后，省厅监督组及时组织召开检查情况反馈会，

通报了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是建设单位应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针对检查存在的问题，

举一反三，全线排查，全面落实整改。

二是建设单位要以“品质工程”为抓手，全面提升项目的

质量安全管控力度。

三是建设单位要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

安排工期，全力完成建设进度。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重点报道

04

3月12日下午，中山

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在中

心三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

3月工作会议。会议传达

学习了“攻坚2021”工作

动员大会精神、各股室总

结汇报了本月工作开展情

况，并对接下来的工作任

务进行了全面部署，中心

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交通运输局召开的“攻坚2021”工作动员大会精神，要

求继续深入推进品质工程和“平安工地”建设，成立安全文明施工监督专班，

实行“路长责任制”，努力实现交通工程项目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

安全相统一，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奋力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

会议指出，2021年我市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任务很重，面临的困难也将更多，

中心上下全体干部职工要以更坚定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高

标准抓好各项工作。目前质量安全监管的手段偏软、方式单一，要通过实行

“路长责任制”、成立监督专班、制定标准化方案等方式提升管理手段。

会议最后，要求中心各股室要根据任务分解表按要求落实各项工作，抓重

点隐患，抓突出问题，加强约谈，对违法违规的情况要加强处理，不断提升中

心在监项目的监管力度。



2021年3月，中山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共收到信访投诉61宗，其中投诉

较多的事项有施工封路不合理25宗，扬尘7宗，路面坑洼6宗，施工导致拥

堵5宗，施工理赔4宗，施工标志牌不清晰3宗，路面杂物未及时清理2宗，

下水道堵塞1宗，围蔽不到位1宗，损坏道路1宗，施工噪音1宗，施工材料

乱堆放1宗，施工材料掉落1宗，路面积水1宗，河涌污染1宗，安全隐患1宗。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重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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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市坦神北路项目施工情况

一、产值完成情况

截止到2021年4月14日完成产值 27005万元，占合同

额107103万元的25.2%。

二、形象进度情况

（1）临建工程：拌合站建设目前已建设完成，并完

成验收；施工生产生活区建设完成；工地试验室已经建

设完成，仪器已经标定完成，已验收完成；钢筋场已建

设完成，并完成验收；预制梁场地已建设完成；拌合站

已进场施工。

（2）路基工程：

水泥搅拌桩设计1250126米，累计完成水泥搅拌桩

748081米，累计完成比例59.8%；

高压旋喷桩设计90712米，累计完成高压旋喷桩

71598米，累计完成比例78.9%；

CFG桩设计105459米，累计完成CFG桩70521米，累

计完成比例66.9%；

雨水管道设计27236米，累计完成雨水管道10482米，

累计完成比例38.5%。

（3）桥梁工程：

桩基设计  557 根，累计完成桩基 255 根，累计完成

比例45.8%；承台设计  238 个，累计完成承台 92  个，累

计完成比例38.7%；墩身设计  285 个，累计完成墩身 83  

个，累计完成比例29.1%；盖梁设计  144 个，累计完成盖

梁 21  个，累计完成比例14.6%；预制梁设计971片，累计

完成预制梁74片，累计完成比例 7.6%。

质监动态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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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道G105中山沙朗至
古鹤段改建工程

截止目前，国道G105中山沙朗至古

鹤段改建工程进度情况如下：

（1）桥梁工程

桩基础完成设计的88.2%。承台、

系梁完成设计的89.6%；墩柱、台身完

成设计的86.1%；盖梁完成总量的70.1%；

梁板预制完成总量1329片的52.0%。梁

板架设完成总量的25.5％。现浇梁浇筑

完成2联，完成设计11联的18.2%。

（2）路基工程

双向水泥搅拌桩累计完成16.9万米，

完成总量34.5万米的49.0%。挡土墙累计

完成3990米，完成设计6920米的57.7%。

路基土石方累计完成19.6万m3，完成总

量85.7万m3的22.9%。

截止 2 0 2 1年 4月 1 4日累计产值

45840.5万元，占合同10.6亿元的43%

路基工程：清表共37.6万方，累计

完成36.6万方，剩余1万方，完成比例

97%，挖方共109万方，累计完成100.4

万方，剩余8.6万方，完成比例92%,截水

沟共490方，累计完成420方，剩余70方，

完成比例86%，挖非适用土共8.6万方，

累计完成1.9方，剩余6.7万方，完成比

例22%，换填石屑共4.3方，累计完成3.5

万方，剩余0.8万方，完成比例81%，换

填碎石共14.5万方，累计完成1.6万方，

剩余9万方，完成比例11%。

（3）路面工程

沙朗立交桥及引道及K2646+200-

K2648+150段左、右幅路面已全部完成。

三、中山市金字山互通立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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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朗快线桥梁工程：桩基共263根，累计

完成214根，剩余49根，完成比例

56%，承台共154个，累计完成64个，

剩余90个，占总数23%。墩柱共154

个，累计完成69个，剩余85个，完

成比例19%，盖梁共101个，累计完

成33个，剩余68个，完成比例3%，

小箱梁工408片，累计完成14片，剩

余394片，完成比例3%，钢箱梁工15

跨，累计完成1跨，剩余14跨，完成

比例7%。

隧道工程：支护桩共1919根，

累计完成1919根，剩余0根，完成比

例100%，抗拔桩共552根，累计完成

552根，剩余0根，完成比例100%，

立柱桩共146根，累计完成146根，

剩余0根，完成比例100%，底板共58

个，累计完成35个，剩余23个，完

成比例60%，侧墙共58个，累计完成

26个，剩余32个，完成比例55%。

南朗快线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

其中建安费约9.92亿元，分4个路基桥

涵标段与1个路面交通工程标段实施。

Ⅰ标已于2021年3月进场（其中标头约

3.3公里由于跨京珠高速方案未确定及

井溪村征地问题，南朗镇已提出暂缓

建设，建议另行立项建设）；

Ⅱ标与Ⅲ标目前已完成路面工程，

计划上半年完成路线交安、机电工程

后即具备通车条件；Ⅳ标已完成总工

程量约55%，主线路基段已具备交验

条件，后续将陆续交付路面标施工。



09

质监动态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项目本月产值约2104万，完成本

月计划的84%；累计产值约5 1 5 0万

（含100章费用），完成合同价4.08亿

元的12.6%。

1.主要施工项目进展情况

Ⅰ.桥梁、涵洞工程：广珠西线高

速跨线桥完成桩基20根，系梁6条，墩

柱14根，盖梁6片；

曹边大桥完成桩基82根，系梁14

个墩，立柱49根,盖梁完成3片；

纵五线立交主线桥完成桩基37根；

纵五线立交A匝道桥完成桩基13根，

系梁4个墩，墩柱10根，桥台承台1个，

盖梁5片；

纵五线立交B匝道桥完成桩基16根，

系梁5个墩，墩柱12根；

纵五线立交辅道桥完成桩基88根；

沙田立交主线桥完成桩基81根，

系梁8个墩，立柱44根，桥台承台3个；

完成Ф1.5m圆管涵3个，钢筋砼箱

涵完成3个；

Ⅱ.路基工程：清淤换填完成约5.3

万立方，石方开挖完成约15万立方，

路基填筑完成约20万立方，水泥搅拌

桩完成约7.5万米。

五、中山市大南公路

2.临时工程进展情况

拌合站建设完成100%，钢筋场建设

完成100%。预制梁场场地平整及龙门吊

已完成，建设完成100%。

一、项目概况

加密八线（三乡段）起点位于古

鹤加油站，终点位于珠海交界处。全

长6.4公里，一级公路结合城市主干路

标准。合同金额2.91亿元，合同工期

30个月，2019年6月开工。

六、中山市加密八线工程（三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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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进展

项目开工至2021年3月份累计完成建安产值1.64亿元（完成比例约

57%）。目前正在进行辅道路面结构层水稳层施工、路缘石安装、人行道砖

铺设施工。目前项目尾段1.4km（塘敢段）按市政府节点要求于2020年12月

31日先行开通，古鹤前陇段4km主线亦于2021年1月份贯通并临时开放交通。

计划2021年12月底全线完工。

路缘石开工累计完成33374米，占比66.1%；人行道整平开工累计完成

33100平米，占比83.2%；人行道水稳层开工累计完成11060平米，占比

24.5%；路灯基础开工累计完成413个，占比89.7%；辅道水稳层开工累计完

成39230平米，占比71.3%。



3月共计检查项目（标

段）12个，出动检查人员

48人次，发出检查情况反

馈表11份，红头文件5份。

1.新报监项目5个：

（1）坦洲镇七六线升

级改造工程；

（2）中山市纵二线南

段（原中拱路）工程第一

合同段（K0+000~K4+300）；

（3）中山市加二线黄

圃岭栏路工程右半幅路面

改 造 段 （ K 0 + 0 0 0 -

K 1 + 8 4 1 . 0 4 2（不包含U

槽））；

（4）中山市加二线黄

圃岭栏路工程下穿南沙港

铁路段右半幅U槽项目；

（5）中山市省道S268

线岐江公路古镇同兴路口

改造下穿广珠城际铁路工

程。（报监资料未齐全）

质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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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关于开展2020年度中山市公路

工程施工监理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

（中交便签[2021]172号）的有关工作要求，

我中心对在监项目施工、监理企业信用评价

有关资料进行收集，进行了加扣分统计，并

按要求上报局基建管理科（中交工函〔2021〕

4号）。

3.为提高我市交通工程台背回填施工质

量，整治桥头跳车的通病，我中心计划开展

2021年中山市在建重点交通工程台背回填专

项检查活动，并于3月10日印发了《关于加

强中山市在建重点交通工程项目台背回填施

工质量管理的通知》中交工程〔2021〕35

号）。

4.3月21日，中山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

组织召开中山市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综合

情况总结暨2021年度“品质工程”动员会。5.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征询我局关于《中山

市政府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相关意见，我中心作为主办单位，协同相

关科室，研究管理办法，汇总相关意见，并

及时上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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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上午，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北部组对中

山市加二线黄圃岭栏路工程右半幅路面改造（K0+000-

K1+841.042）（不包含U槽）项目各参建单位进行了监督交

底。该工程是市属监督重点项目，建设单位中山市交通项目

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湖北省公路水运工程咨询监理有限

公司，施工单位福建路港（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起于正

在施工的岭栏路右幅终点，终于进港路交叉口处。路线设计

范围为K0+000K1+841.042，里程为1.841km。全线改造利

用中小桥44m/2座，大桥105m/1座，涵洞1道，路基工程，

路面工程，设施带的排水工程，给水、电力迁改工程，照明

工程，交通安全及沿线设施工程，旧路拆除工程，管线拆除

工程等。

会上，参建各方首先就各自工作情况及工作内容进行了

汇报，对后续施工中存在的重、难点进行了讨论。然后，市

交通工程事务中心监督人员现场宣读了该工程的安全和质量

监督计划书，并对该工程进行了质量安全检查,发现施工单位

技术交底和三级安全教育资料混乱，水泥罐制浆池、工地出

入口和路线交叉口围蔽不到位，现场三级电箱存在“一机多

接”、无日常检查记录、未接地等问题。要求参建单位针对

上述检查情况中出现的问题及隐患立即组织整改，并举一反

三，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质监动态



检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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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交通工程项目交工验证性检测服务办法》编制，确定坦洲快线

（一期）交工验证性检测服务单位为广东逸华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2.2021年中山市交通工程检测服务采购项目已由局办公室在省政府采购

云平台上公示完成。现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正按流程开展招标工作。

3.完成《中山市广珠中线二期工程质量鉴定报告、监督工作报告》编制

印发。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1.通过招标方式，确定2021年

中山市交通工程检测服务采购项

目服务单位。

2.开展钢筋质量情况专项检查。

3.其它相关工作。

一、主要工作情况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检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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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对已交工项目（标

段）进行竣工质量专项验收的函》，市交通运输局本着主动担当、对现实存

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加紧解决的原则，决定对公路试运营期满无法组织竣工验

收的，且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处理完毕的项目（标段）

开展竣工质量专项验收工作。

为全力配合局相关主管部门开展竣工质量专项验收工作，市交通工程事

务中心按照《关于印发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广东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

实施办法>的通知》和《中山市公路项目竣工质量专项验收管理实施细则》等

要求，于1月份开始逐步对建设单位提交的城桂路、东部快线、横二线等10个

项目开展竣工质量专项验收复测及鉴定工作。

截止4月底，城桂路、东部快线、横二线等10个项目已全部完成竣工复测

工作。S268沙古公路、城桂公路、横二线工程、中环路、广珠中线二期工程

已出具了竣工鉴定报告和监督工作报告；东阜路阜沙段、东阜路东凤段、东

部快线、榄横路竣工鉴定报告正在编制中；中山港大桥须完成相关加固工作

以后方可开展竣工验收工作。结合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近期竣工复测的结果，

个别项目存在路面弯沉、车辙等分项工程合格率不满足要求，裂缝、裂缝修

补、松散等病害面积占受检总面积超过1.5%等情况存在。下一步，市交通工

程事务中心将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联合局相关业务科室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

进行商讨，争取早日完成竣工质量专项验收工作。



3月1日至3日，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管理处联合我中心对中山西环高

速公路（含小榄支线）项目进行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第九次监督检查。本次

检查范围包括2020年1月至10月期间完成的桥梁、路基工程量，及现阶段正

在施工的各分部分项工程，重点检查项目在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隐患及各参

建单位的质量安全管理行为。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参建单位立即认真组织整改，并举一反三，

防止相关问题重复出现；认真贯彻执行《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

和《广东省高速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的各项要求，严格现场管理

和安全程序控制，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

15

安监动态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中山西环高速公路
项目现场检查

中山西环高速公路
项目现场检查



为确保两会期间安全生

产工作平稳可控，严防公路

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自3月起,我中心对全

市重点公路项目开展中山市

公路水运工程复工复产暨全

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

检查期间，事务中心共

出动53人次，对14个项目开

展专项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64处。共性问题主要为临时

用电不规范、梯笼基础处理

不规范、未设置防护栏杆等。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事务

中心要求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举一反三，抓好落实。2021

年正值建党一百周年，各参

建单位务必提高政治站位，

落实节后复工复产“六个一”各

项措施，确保安全生产“三必

须”，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

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对金字山互通立交工程
（原南外环互通工程）进行检查1

对省道S111中山段（洪奇沥大桥～
中山港大桥段）改建工程Ⅲ标

进行内业检查

安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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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稳定，根据市安委办工作

部署，3月26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文喜带队，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科及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工作人员组成

的第三督导组，对沙溪镇及板芙镇开展建筑施工行业安全检查督导。

检查组对国道G105线中山沙朗至古鹤段改建工程及市政配套工程（沙

溪段）、西部外环高速工程B段（板芙段）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六个一”落实、

施工起重机械、深基坑、高大模板、脚手架、边坡施工、施工临时用电设施

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排查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了检查。

赵文喜副局长肯定了各镇区及参建单位为我市交通大会战作出的重要贡

献，并提出以下要求：一是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六个一”要求，切实

有效加强我市交通工程建设的安全防范工作；二是针对镇街联合检查中发现

隐患问题屡教不改的企业，需实行“黑名单”处理；三是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强化事故警示教育，不断提升企业安全意识。

全市建筑施工行业安全检查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3月3日上午，局领导郭景安率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到中山新洋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跨境货物运输作业点开展节后复工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西区卫

生健康局派员参加。

当天是该作业点本年度第一次开展跨境运输作业，作业前，企业已按要

求对到达的港车进行消毒，包括车轮肽、门把手等；装卸货物时，已安排专

人全过程监督，港车司机全程在车上等待。检查情况一切正常。

郭处强调，一是重点工作人员要做好防护，避免与港车司机直接接触，

落实三天一次核酸检测制度；二是向港车司机做好防控措施提醒，港车司机

产生的垃圾要专门处理；三是港车完成装卸离开后，需对港车专用洗手间等

重点区域及时进行消毒，确保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平稳可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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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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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中山西部外

环高速公路工程B段发生一

起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

亡。为进一步掌握西部外

环高速公路工程B段目前生

产安全状况，提升参建各

方责任意识，3月29日至30

日，联合局应急科、基建

科、执法二科对中山西部

外环高速公路工程B段各参

建单位开展全面的安全隐

患排查。初步调查、分析

了事故的起因，排查出57

项问题隐患，已责令该项

目全线桥面板施工停工处

理，并对发现的问题要求

立即整改。同时，形成书

面材料报交通运输局，提

出了相关处罚和建议，加

大力度遏制公路水运工程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现场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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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交通工程事务中心中心完成信息价统计，统计了4个项目共40种

材料信息价，主要工程材料中钢筋价格和油料价格有所上升，砂和碎石中

山商报价格上升，省公布信息价稍微下降。

造价动态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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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动态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一、三月造价管理有关工作总结

1.造价技术支持工作

三月造价室向其他部门提供若干造价技术协助工作，公路中心关于东环

项目建设期贷款利息意见整理。

2.材料价格工作

三月份收集了本地2021年2月价格信息，整理后上报省交通造价造价事务

中心。

造价室三月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信息员核查工作，对各业主管理员账号

作禁号处理，核实交建公司、公路中心、西环项目公司、中开项目公司合共

在报项目29个，其中19个为新增项目，10个为续报项目；并建立了信息员微

信群，目前对新进信息员正进行日常材料信息工作指导及工作监督。

3.行业咨询工作

三月完成造价咨询记录1份：基建科咨询原地保护燃气管道费用。

二、工作计划

1.面向信息员、公路造价行业人员举办一期免费业务培训，提高行业人

员业务水平，加强公路项目造价规范管理。

2.完善造价监督制度，将造价监督工作推向常规化、日常化，强化执行

力度，制定监督计划，探索造价监督可行有效的模式，推动造价监督规范化、

长效化。

3.加强与各相关部门协商沟通，尽量消除部门壁垒，减少不必要的手续

流程，优化工作协调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造价动态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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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开挖至边坡线时应注意什么？
在开挖至边坡线时，应预留30cm厚度以

便刷坡，开挖一级、防护一级、绿化一级，并

保证边坡平台和坡面排水顺畅。

质量监督问答
一、土质路堑施工流程是什么？  

土质路堑施工流程是：施工测量→临时排水

设施→路堑开挖→弃土或利用土→边坡整形和检测

→路床试验段→路床碾压→压实度检测。

行业指导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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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问答
特种作业需具备何种

文化程度？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
作证每几年复审一次？

行业指导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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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沉式隧道，洞身混凝土套用哪个定额比较适合？

看定额说明，洞身混凝土定额跟隧道是不是下沉而有所区分。

隧道可以理解为穿过障碍，涵洞和桥是跨越，两者不一样，应

对照设计和图纸工序进行选择相对应的定额。

隧道定额套用的问题

2002年建设部勘察设计收费标准是否有效？

2002标准已经作废，目前前期费用没有收费标准，以市场形

成价格方式为主；前提是按2018编办规定费率控制前期费用，

设计费、勘察费等规定内容统筹使用。

勘察设计收费标准是否有效

行业指导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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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阵地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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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下午，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党支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总要求，

贯彻落实市交通运输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积极践行局党组关于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部署，组织开展专题党课学习。

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涂向阳以“从百年历史看党的初心和使命”为

主题，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等三个方面为支部党员上了一堂立意高，寓意深，指导性强的党课。

涂向阳书记指出，当前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全体

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党史，领悟党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的克敌制胜法宝，从党史

中汲取创新的智慧和力量，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增强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这样才能更好的成长，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



党建阵地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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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中心工作提出以下要求：一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加强党史学习，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

强化服务人民意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贯彻到日常

监督工作始终，做好安全文明施工监管及信访投诉回复处理工作，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三是在工作中要善于总结经验，优化工作效率，增强工作的

预见性和创造性，提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四是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加强党性修养，牢树底线

思维。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全体党员干部将以党史学习

教育系列活动为契机，加强学习，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以史为镜，从中

汲取丰富营养与不竭动力，以昂扬姿态，迎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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