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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至开平高速公路项目起于中山市东部马鞍岛，与在建的深中通道相接，

终点位于江门恩平市, 在凤山与已建开阳高速公路相交（对接高恩高速）。原投

资估算265.17亿元，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对本项目线路调整的相关文件，调整

后线路总长约129.7km，分两期实施: 中山段起点至大常山隧道（中山段前11km）

和江门段共计总长约96.6km作为本项目一期工程,余下中山城区段约33.1km作为

二期工程。

中山至开平高速公路工程中山段，起点位于中山市翠亨新区马鞍岛，终点位

于中山市横栏镇跨越磨刀门水道与江门段相接，全长44km，沿线经过中山市翠

亨新区、南朗镇、火炬开发区、东区街道、五桂山街道、南区街道、沙溪镇、大

涌镇、横栏镇9个镇街，是大湾区及联通粤西横向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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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近两年我市公路水运“品质工程”创建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市公

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平安

百年品质工程”建设要求，推广先进的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和技术，为我市打

赢“交通大会战”和“重振虎威”奠定坚实基础，我中心代局拟文于4月20

日印发了《2021年中山市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示范创建活动方案》。根据方案

要求，我中心下半年计划开展以下工作：

一、2021年5月,各单位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实施计划和创建目标。

按工作要求各司其职，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周密部署，召开本项目创建

“品质工程”动员会，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于5月30日前上报“品质工程”

示范创建实施方案。

二、2021年6月-9月，由建设单位组织以项目为单位，按照《中山市公路

水运品质工程评价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开展“品质工程”创建工作，并

以此为契机，各项目继续开展如“五个一”等多种形式的“质量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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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年9月，项目建设单位进行自评和申报。项目建设单位根据

《中山市公路水运品质工程评价实施细则(试行)》的评价内容与评价标准，

按示范创建项目品质工程、交竣工品质工程示范项目、农村公路(三四级)品

质工程示范项目分类开展自评，准备申报材料，于9月30日前上报申报材料

及自评结果。

四、2021年10月-12月，按照中山市全面创建公路水运“品质工程”领导

小组的统一安排，进行项目评选。组织专家评价组现场按照《中山市公路水

运品质工程评价实施细则(试行)》对申报项目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加分

指标、总体评价四方面进行现场核查评价，再经综合审定、公示等环节最终

评选出2021年中山市公路水运“品质工程”创建项目，进行公示，并择优提

出推荐参评省级“品质工程”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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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日上午，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党支部和公路事务中心党支部前往坦洲快线

（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交通建设项目强基行动”调研。

调研组首先走访了施工现场，实地查看了工程实施情况，详细了解了工程进

展和工程主线分阶段通车计划，随后在施工单位项目部召开了调研会议，对项目

通车目标、质量安全、提高群众满意度等方面展开了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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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事务中心党委书记柳生林在调研会上指出，坦洲快线（一期）工程项目

在中山人民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项目纳入了今年市政府的工作计划，并

被列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把这项工程做好，正是为民情怀的体现。交通工程事

务中心、公路事务中心和坦快公司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相互支持，让项

目提前通车，就是为民办的最大的实事。

最后，柳书记根据调研情况，提出了四点工作意见：一要全力以赴抢抓机遇，

确保通车的时间节点。二要切实加强施工组织和管理，最大限度提高工程效率。

三要攻坚克难，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四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一）二环东1标工程进度情况

产值完成情况：

二环东1标2021年4月份施工计划产值644.0996万元，

实际完成289.2897万元，完成月计划的44.91%，累计完

成产值29051.6669万元，累计完成产值占有效合同金额

的96.50%。

（1）路基工程

借土填方6869m³；级配碎石垫层1072m³；各类PE

排水管389.4m，砖砌偏沟式双篦或三篦雨水口43个。

（2）路面工程

200mm 3 .5%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7939m2，

360mm 4.5%水泥稳定碎石基层5830m2，厚60mm透水

人行道砖705.6m²；厚50mm中粒式改性沥青砼GAC-

16C上面层37910m2。

（3）桥梁工程

完成A匝道防撞栏175m，C4，C5联桥面防水砼浇

筑；主线拼宽桥桩基2根，承台2个，墩台1个，盖梁1个。

质监动态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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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市二环快速路东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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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环东2标工程进度情况

产值完成情况：

二环东2标2021年4月份施工计

划产值2 0 3 7 . 1 5 0万元，实际完成

2213.815万元，完成月计划的108.6%，

累计完成产值26561.435万元，累计

完成产值占有效合同金额的50.9%。

（1）路基工程

换填土4 2 5 0 0 m ³，换填片石

42500m³，Ф500mm水泥搅拌桩

68000m，各类管径雨水管道430米，

各类管径污水管道120米，各类雨水

井15个，各类污水井3个；

（2）路面工程

厚200mm3.5%低剂量水泥稳定

碎 石 底 基 层 1 3 7 1 7 m 2 ， 厚

3 6 0 m m 4 . 5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13717m2；

（3）桥梁工程

K7+077.0环茂一路分离立交桥

桥面铺装211m²，防撞栏250米；A匝

道承台6个，墩柱7个桥台背墙1个；

B匝道桥承台3个，墩柱6个，桥台背

墙1个；K7+717.558大环中桥桩基16

根；K4+595人行天桥梯脚基础4个，

墩台8个；K5+572人行天桥梯道基础

2个，墩台6个，涵洞1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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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完成情况：

中山市纵四线工程（K11+900-

K29+700）2021年4月份原计划完成

产值157万元，实际完成产值138万元，

完成计划产值的87.9%，累计完成产

值79570.98万元。

（1）路基工程

1）本月完成B匝道桥台背回填砂

及堆载预压土；

2）本月完成13#，14#改路及附

属工程；

3）本月完成K17+831.47箱涵左

幅最后一节3m。

（2）桥梁工程

本月完成上南互通B匝道5#桥台

墙身及前墙，耳墙；

本月完成水泥物理性试验1个，

碎石物理性能试验1个，砂物理性能

试验1个，钢筋连接接头2组，压实

度8个，砼抗压强度15组，经检测各

项质量指标均合格。

二、中山市纵四线工程（K11+900-K29+700）



4月共计检查项目（标

段）15个，出动检查累计

28次，发出质量和施工安

全监督管理抽查意见反馈

表4份，红头文件9份。

1.新报监项目1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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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项受理）

2.交工项目：1个

（1）中山市纵二线南

段（原中拱路）工程第III标

段（k7+380-k11+700段）。

（中交便笺〔2021〕151号）

3.竣工项目：无

4.为巩固近两年我市公

路水运“品质工程”创建

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市公

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水平，贯彻落实交通运输

部、省交通运输厅“平安

质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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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品质工程”建设要求，推广先进的

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和技术，为我市打赢“交

通大会战”和“重振虎威”奠定坚实基础，

我中心代局拟文于4月20日印发了《2021年

中山市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示范创建活动方案》

（中交〔2021〕88号）。

5.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公路工程施工组织

设计和施工方案编制与管理工作，推进施工

组织设计和方案管理工作标准化，提升我市

公路工程建设管理水平，我中心于4月25日

印发了《关于开展2021年中山市公路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标准化管理指南专项

抽查工作的通知》（中交工程〔2021〕77

号），计划参照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

《广东省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

方案标准化管理指南》（后简称 “《指

南》”），开展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标

准化管理专项抽查工作。

6.为做好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申报

工作，我中心代局转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征集2021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项目的通知》给交通行业内相关单位，鼓



励相关单位遵照文件内容，结合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报方式，

积极申报。

7.为规范我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的管理，推进我市实施标准化战

略，鼓励各方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综合竞

争力，推动我市交通建设高质量发展，我中心转发《中山市实施标准化战

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给交通行业内相关单位，并要求相

关单位遵照执行。

质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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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全市交通工程实体和原材料的质量控制，规范全市工地试验室的

管理，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于4月27日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取了2021年中山市交通工程检测服务采购项目的服务单位。2021年中

山市交通工程检测服务采购工作经过立项审批、采购计划公示、招标文件定

稿、公开招标等多个环节，最终从6个投标单位中选取排名第一的广东逸华交

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中标供应商。

下一步，我中心计划结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全年度逐步开展原材料抽

检和实体检测工作，并于9月份开展全市的工地试验室专项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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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市交通工程事务中心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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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是中山市交通项

目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湖北华捷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是河南中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该项目全长211米，

采用一级公路兼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度为60km/h:根据地形

地质条件、南沙港铁路桥墩间距、梁底标高等，该段改路设计

采用U槽方案下穿南沙港铁路。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一、检查情况

2021年4月，安监室牵头组织共对在监项目开展安全检查69次。其中，

日常检查11次，上半年安全隐患排查39次，疫情防控检查7次，清明节后复

工检查6次，油品直供情况及防汛救灾演练资料检查2次，笔录调查1次，信

访投诉处理检查1次，复查整改情况2次；合计出动278人次，累计发出检查

反馈表153份，红头文件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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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

（一）查风险，除隐患，防事故，全面开展2021年上半年安全隐患排查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

事故、降低事故总量，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我市公路水运

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4月7日至4月30日，安监室牵头对本

市重点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开展2021上半年公路水运工程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本次检查通过邀请专家的方式开展，事务中心配合出动检查人员共计174人

次，对20个项目（建设单位7个、监理单位23个、标段36个）进行检查，采

取查阅资料、查看现场、询问核查、随机抽检等方式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外

业方面重点抽查基坑、桥梁、高边坡等重点工程部位以及消防火灾与临时用

电管理、特种设备使用、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等，发现建设、监

理、施工单位内业问题合计537条，施工单位外业问题合计529条，合计发

出检查反馈表134份，红头文件共发出20份。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已责令相

关单位立即整改或要求停工处理。严把各大安全隐患的源头，切实做到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做到检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全程不走过场、制度

健全到位，力求消除重大事故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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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线 

为切实做好我市交通建设工程“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更好地落实

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安监室4月份继续对市在建交通建设项目及跨境

运输重点防控点开展了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累计出动检查人员29人次，对市

交通项目建设有限公司7个重点公路项目（标段）开展了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重点检查了人员管理台账、体温检测、施工及生活办公区域消毒情况、疫情

防控宣传工作落实情况、临时隔离点、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等落实

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求立即整改，进一步压实了主体责任，提高了

人员疫情防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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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高空作业项目安全管理，开展清明节后复工情况核查

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树牢安全生产意识，根据《关于开展清明假期安

全生产检查工作的通知》，自4月6日起，事务中心根据项目提交的复工申请

表及整改工作情况赴现场开展复工情况核查工作。截至4月30日，共对6个项

目标段进行复工情况核查，出动检查人员21人次。开展自查整改工作与安全

生产培训相结合，增强高空作业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

故的响应与处置能力。

（三）迅速掌握事故情况，立即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4月2日，中山市二环快速路东段工程第一合同段发生一起人员死亡事故。

为进一步掌握二环东一标目前生产安全状况，提升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4月3日至4日，联合局应急管理科对该项目各参建单位进行了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发现问题隐患31项，已责令该项目全线停工处理，并对发现的问

题要求立即整改。同时，形成书面材料报送至市交通运输局，提出了相关处

罚和建议，并对本次安全事故做出通报。目前，31项问题隐患已整改完毕，

事务中心于4月29日复查后同意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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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月计划

（一）继续开展日常检查工作。

督促各片区小组提前制定好当月安全监督计划，明确检查内容，保证日常检

查工作正常开展。

（二）继续对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按照局2021年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继续对东区、西区、沙溪镇三个片区

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三）做好2021年上半年公路水运工程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总结工作。

为期19天的2021年上半年公路水运工程重大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已顺利完成，

5月落实2021年上半年安全隐患排查资料整理、台账更新、总结发文等工作，督

促上半年隐患排查问题整改，并

于5月上旬公布本次排查结果。

（四）做好6月安全警示教育

培训的前期筹备工作。

计划6月对全市在建交通建设

项目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培训，5月

开始筹备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组

织全市在建交通建设项目参建单

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对

上半年交通建设项目安全事故进

行通报，全面加强安全警示教育，

进一步提高项目人员安全意识。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

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

降低事故总量，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

我市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4月

2至6日，要求各单位对照文

件要求进行自查自纠，4月7

日起，对本市重点公路水运
中开高速1标上半年隐患排查

中开高速1标上半年隐患排查

安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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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30日，出动

检查人员（含专家）共计

310人次，对20个项目

（建设单位7个、监理单

位23个、标段36个）进行

检查，采取查阅资料、查

看现场、询问核查、随机

抽检等方式开展隐患排查

工作，外业方面重点抽查

基坑、桥梁、高边坡等

工程项目开展为期19天的2021上半年公路水运

工程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安监室负责统筹本次排

查工作。



重点工程部位以及消防火灾

与临时用电管理、特种设备

使用、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执行情况等，发现建设、

监理、施工单位内业问题合

计537条，施工单位外业问题

合计529条，合计发出检查反

馈表134份，红头文件共发出

20份。对发现的隐患，已责

令相关单位进行整改或要求

停工处理。严把各大质量安

全隐患的源头，切实做到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做到检

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

全程不走过场、制度健全到

位，力求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中开高速2标上半年隐患排查

中开高速3标上半年安全隐患排查

安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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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周五）下午五点，事务中心收到中山市交通项目建设有限公司

送达的国道105沙朗至古鹤段改建工程高空作业复工申请，领导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工作组于4月10日赴项目开展复工情况核查。4月10日（周六）上

午，工作组前往国道105项目，对广珠西线跨线桥、板芙中桥、三乡跨线桥

等开展核查工作。核查发现项目仍存在盖梁临边防护不到位，吊篮设置不规

范等安全隐患。

检查结束后，工作组通报了核查情况，并要求建设单位督促相关单位认

真落实整改，不能流于形式，待整改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切实核实每一条整

改情况，树牢高空作业等安全生产意识。

对国道105沙朗至古鹤段改建工程清明节后复工情况核查工作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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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月造价管理有关工作总结
1.造价审核、评审
（1）造价室新受理1个造价审查项目，完成0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报审造价 审核造价 核减/核增 中介单位

1
中山市民古路一期工程（东部
外环高速共线段）工可估算重
审

5997576061   
中山市兴中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

（2）造价室参加了3场评审会，出具评审意见3份。

序号 开会时间 项目名称 涉及造价（元）

1 2021/1/5
关于南三公路黄圃段（新沙大桥至黄沙沥大桥段）
升级改造工程可研估算的评审意见

366888835

2 2021/4/29
广珠西线高速东阜互通立交收费站及连接线升级改
造工程方案估算的评审意见

411580600

3 2021/4/30
《中山市大南公路（加六线）南区段工程静态破碎
分项工程预算审核依据》专家论证会

 

为明确我局与发改局、财政局分工，切实做好调整概算造价审核工
作，工程事务中心（造价室）与交通发展集团沟通在建项目调整概算审
查工作后，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的实施细则》
（粤交〔2017〕10号）、中山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中府
[2020]86号,中府规字[2020]7号)）等文件，结合调整概算造价审核与概
算审核工作多方面差异，制定了关于政府投资交通项目造价技术服务采
购管理内控制度的补充条款，现计划向局党组报告。

2.材料价格工作
四月份收集了本地2021年3月价格信息，整理后上报省交通造价造

价事务中心。
造价室三月底、四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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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公路工程造价管理，响应重振中山虎威、打赢交通大会战号召，

针对我市当前交通基础建设中涌现的桥梁造价管理问题，事务中心以局名义

联合珠海纵横创新有限公司，按照年度培训定5月17-18日在中山国际九丹面

向行业人员开展一期“广东省桥梁工程造价技术”培训，现已发出培训通知，

目前收到报名89人。

3.行业咨询工作

四月完成造价咨询记录4份：2021-04-16公路中心咨询全过程造价服务费

与概预算项目如何对应，2021-04-16公路中心咨询设计费超预算可否在预备

费中统筹列支，2021-04-19行业人员咨询预应力锚索锚具垫片如何计价，

2021-04-25行业人员咨询工程进度奖资金出处。

4.其他工作

2021-04-07中山市翠亨新区、南朗镇权责清单（征求意见稿回复）

2021-04-07中山市审计局审计资料准备（造价专项相关费用支持对应资

料收集整理）

2021-04-22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中山市十五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2021124号的会办意见：人大代表提议政府提供扶持政策帮助本地专业服务

业做大做强，拟就我局多年来在行业指导、专业培训方面做的工作及取得成

效回文。

5.工作计划

(一)做好即将开展的，面向信息员、公路造价行业人员举办业务培训，

提高行业人员业务水平，加强公路项目造价规范管理，做好培训后意见收集

和总结工作。

(二)做好下半年造价审查业务量上涨的准备，人员工作交底、熟悉中介

选取操作等方面工作，谨防错漏。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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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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交通工程事务中心中心完成信息价统计，统计了9个项目共46种

材料信息价，主要工程材料中钢筋有所上升，油料价格涨幅较大，水泥价

格略微上升、中粗砂价格稳定，碎石市上报价有所上升、省发布价有所下

降。

造价动态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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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化工程应做到哪三个同步？
与路基工程同步准备，

与路基边坡防护工程同步实施，

与路基工程同步完成。

质量监督问答
一、什么情况下，应进行试验路段施工？  

1、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堤。2、填石路堤、

土石路堤。3、特殊地段路堤。4、特殊填料路堤。

5、拟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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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单位应按什么标准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如何根据安全帽颜色
辨识工程各参建单位

人员及工种？

行业指导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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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项目施工图设计图中三轴水泥搅拌桩套什么定额？

市政项目有三轴水泥搅拌桩定额，但公路中没有。

根据设计标准套用公路预算定额1-2-6“水泥搅拌桩”定额，不需

要细分。

三轴水泥搅拌桩套定额的问题

公路桥涵中的钢板桩取费类别是桥梁还是钢结构？

根据编办中规定围堰属于钢材及钢结构，不属于桥梁。

钢板桩取费类别

行业指导 中山交通质量安全造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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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4月25日下午，交通工程事务

中心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心得分享会。

会上，首先集体学习了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革命精神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两篇文稿，认真领

会著作中关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

伟大精神，加深了对初心使命的感悟、汲取前行的力量。随后，中心各党员

干部分享了学习党史学习材料的心得体会，并展开学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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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全体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党史纪录片《红船精神—梦想的启

航》。红船精神作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发出的历史和时代的最强

音，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之钙，它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建设，对党的全部活动依

然发挥着强大的精神导引功能。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坚

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扎实工作，吃苦耐劳，在党史学习中不断汲

取奋进力量，赓续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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