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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再造新高速
——省交工集团宜遂SSA标项目建设见闻

宋国华 杨盛芳

今年3月以来，九江银行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支持江西
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履行责任
担当，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
量金融服务，助力江西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该行坚持规
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

突出学用结合，邀请专家学
者给员工们授课，让员工们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赓续
奋斗的精神力量，抢抓机遇求
发展，创新突破攻难关，不断
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陈斌华 张 进）

九江银行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纾解企业难题
位于兴国经开区的江西优奕视界光电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手机液晶

显示屏。近年来，兴国县坚持企业为本、民生至上，聚焦问题短板和社会关切
热点，精准施策、注重实效，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扶
持企业发展，该县设立了“两城两谷两带”产业发展基金2000万元，目前已出资
600余万元；同时，安排企业发展资金6008万元，旨在解决企业资金周转和融资
难、融资慢问题。 陈 鹏摄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变，不少
人都会选择给自己置购一份保险，因为此
举，当意外来临时能够保障家人以后的生
活。近日，新华保险江西分公司向南昌客
户涂先生家人赔付保险金 1023.6万元，从
案件申请到理赔结案，仅用7个工作日，这
是新华保险江西分公司开业以来理赔金
额最大的一起理赔案件。

李女士和丈夫涂先生共同在江苏经营
企业，涂先生希望通过保险为自己家庭未来

承担风险。经亲戚介绍，他于2014年投保
了新华保险的健康福星增额（2014）重大疾
病保险，保额23万元；2015年投保一份高额
保单定期寿险（A款），基本保额1000万元。

2021 年 3 月，涂先生不幸在江苏高坠
身故，年仅47岁。接到涂先生的家属报案
后，新华保险江西分公司和江苏分公司理
赔查勘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成立调查
小组，积极主动拜访客户家属，协助准备
理赔材料，同时走访事故现场、派出所等

相关单位，核实事故情况。4月，涂先生家
属向江西分公司递交理赔申请，在新华保
险总公司指导下，以及江苏分公司、再保
公司的通力配合下，该案于 2021年 4月 30
日顺利结案，支付赔款1023.6万元。

涂先生的突然离世让原本幸福的家
庭崩塌，今后的生活谁能为他的家人遮风
挡雨？1023 万元虽然不能挽回涂先生的
生命，但能在未来的日子守护涂先生的家
人，延续他对家人的爱和责任。新华保险

高效的赔付速度和积极主动的作为，让客
户家属对新华保险的服务高度认可。“快
理赔，优服务”是新华保险一直以来的理
赔服务宗旨，逾千万元赔款的快速到账，
彰显了新华保险的责任与担当。

数据显示，新华保险江西分公司自
2002 年成立以来，累计支付理赔金（不
含团体赔付）8.8 亿元，办理理赔案件
64719 件。（为保护客户隐私，文中人名
均为化名） （辛 华）

1023.6万元！新华保险江西分公司给付开业以来最大赔案

5 月 14 日，位于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
的宜遂高速公路 SSA 标拌合站内机器轰
鸣，一台铲土车不断将石头推入制砂机，
制砂机把石头打碎后送入混凝土搅拌机
搅拌，接下来滚筒车再将搅拌好的混凝土
运到施工现场进行浇筑，现场一派繁忙的
施工景象。

“在项目建设中，我们积极践行‘绿色
高速’建设理念，大力推广节能降耗新工
艺。”项目总工程师刘信才介绍，因为宜遂
项目隧道较多，项目部因地制宜采用循环
经济思路，专门购置了精品制砂机，把挖
隧道挖出来的石头就近进行粉碎，变成建
筑用细砂。如此一来，使得每吨砂可以节
约成本约 60%，此项技术以后可以在全省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复制推广。

这是宜遂高速公路以创新驱动再造
新高速的一个缩影。

宜遂高速公路建设里程约194.5公里，
批复概算投资约280.8亿元，是江西高速建
设史上一次性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江西
目前在建线路最长、施工规模最大的高速
公路项目。该项目SSA标段位于宜春市袁
州区和吉安市安福县境内，全长 73.92 公
里，约占线路总长的40%，是省内体量最大
的在建高速公路标段。宜遂SSA标全线桥
梁长度14.12公里，隧道长度17.04公里，桥
隧比为42.2%。

根据项目建设里程长、沿线地质条件
复杂、桥隧比例大、施工难度大的特点，项
目部把降本增效的关键点放在了创新上。

——创新管理模式。运用设计施工
总承包模式，通过创新工程管理体系、纪
检监督体系、财务管理体系、考核奖惩体
系和利润分配体系，建立起从EPC总包项
目部到各施工工区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形

成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组织结构及监
管立体化网格，进一步整合组织资源、提
高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把各环节生产协同
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创新工艺技术。把SSA标打造成
宜遂高速项目乃至全省高速公路项目创
建品质工程的标杆之一。走进宜遂高速
公路 SSA 标智慧梁厂，犹如走进一个大型
的时光隧道。这是全省高速公路最大梁
厂，全长 1.12 公里。梁厂技术员兰韦介
绍，这里生产的每一块T梁和箱梁都有“身
份证”。“我们建高速公路是想建成品质
工程，给这些产品印出‘身份证’，产品均
实现可追溯，能够最大限度确保质量。”

——创新安全管控。走进宜遂SSA标
项目部，站在指挥中心一个大屏幕前，各
施工现场工作的场景尽收眼底，工程进
度、耗材耗料等数据也一目了然。该标段

项目部大力推行智慧工地管理，依托无人
机低空遥感技术、物联网技术及“物联
网+大数据”技术手段，对工程进行全方
位管理，推动项目施工建设向数字化、智
能化、专业化发展。智慧化管理大量减少
了人员在危险环境的作业，减少了安全事
故的发生。

同时，宜遂 SSA 标项目部还充分考虑
当地群众需求，积极改善沿线村道等基础
设施建设，赢得了沿线群众的好评。

“宜遂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加快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巩固罗霄山片区原贫困
县脱贫攻坚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省交工集团纪委书记章利明称：“项目建
设方将全面对标交通强省建设要求，以高
标准、严要求、铁纪律，把项目打造成高效
互联的融合路、促进发展的振兴路、创新
引领的示范路。”

4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
庆祝建党 100 周年特别节
目——《红色金融》，在赣
州银行红色金融文化研究
所开机。《红色金融》是一
部气势恢宏的历史文献纪
录片，将深入挖掘历史细
节，全景式展现中国红色
金融发展史。该片共分五
集，通过采访具体人物，带
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重温
红色金融故事。

作为中国红色政权的
经济生命线，红色金融诞生
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现
代金融事业的开创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目组将深入赣州市
瑞金、于都、石城、会昌、兴
国等地，实地拍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央印
刷厂、中央造币厂、国家秘
密金库、中华钨矿公司等红
色金融旧址，现场采访赣州
红色金融文化研究所、部分
金融机构和红色金融专家，
采取历史与现实双线结合
的方式，还原真实的红色金
融历史故事，真实讲述红色
银行成立及发展、红色货币
演变的历史，充分展现红色
金融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和
发展。

据悉，《红色金融》将于
今年“七一”前后在央视《见
证》栏目播出。 （谢贵芳）

日前，南昌市总工会首届“五一”新时代十佳创新人
物评选答辩在南昌慧谷产业园举行。一名身着蓝色工
作服、黝黑敦实，显得有些土气的选手，在说完他和“电
焊机器人”的故事后，现场人员纷纷对他报以阵阵掌声。

他叫谢雨田，毕业于原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焊接工
艺及设备专业，三十年来在方大特钢焊接领域辛勤耕
耘，在企业不断向自动化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他和他的团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成为一群“电焊机器
人”制造者。2020年，他们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利。

在基层干电焊工非常辛苦，谢雨田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如何才能减轻电焊工的劳动强度呢？

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另一名电焊工，名字叫
甘荣刚。甘荣刚虽只有初中学历，因勤奋好学快速掌
握了多项焊接技术。可技术越精湛，承担的急难险重
任务也越多。甘荣刚想着，怎样才能“偷懒”呢？

工业化和自动化的融合，让他们找到了方向。
2015 年，他们与电气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机械

工程师，一起动手制造出一台简易的“悬臂式焊接机器
人”，虽然式样有些“土”，但基本上实现了堆焊自动化，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减轻了员工劳动强度，也让他们获
得1项实用新型专利。

之后，谢雨田和他的团队研发劲头不可阻挡。方
大特钢成立了以甘荣刚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和
技能大师工作室。一群“土专家们”自主研发出十余台
焊接机器人，大力推动了传统焊接工艺模式转变。

他们还陆续自主设计出小管堆焊机器人用于管道
内壁堆焊、H型钢组焊矫一体机用于H型钢制作，并在
增材制造、明弧焊、激光焊缝跟踪、多机头自动焊接等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方面取得可喜成绩，自动化焊接生
产率已达到 50%，焊接生产效率与传统手工相比至少
提升3倍。

方大特钢的这群“土专家们”，如今已在机器人自动焊接方面获
得22项国家专利。2018年，他们取得江西省电焊工技能大赛青工团
体赛第一名的佳绩；2020年获“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
作室”荣誉称号；校企共同研发的《工程机械高耐磨耐蚀再制造关键
技术及装备》项目获第二十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发明创新奖金奖。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国家高度重视创
新驱动发展，提出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为此，我们将打造一条智能
化、集成化、高效化的机器人焊接制造生产线。”谢雨田和他的“土专
家”团队正扎根企业，用创新创造精彩书写时代工匠精神。 （曦昱林）

近日，南昌高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纪委联合集团质量
安全监督部组成巡察督查工
作小组，开展“转作风、优环境”
重大工程项目专项督查行动，
重点对施工进度、安全生产、施
工质量进行督查，对在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以每周巡察督查
简报的形式及时反馈，督促相
关领导和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推动项目安全、顺利完工。

“目前通报处理的案例
中有70%来自巡查。”集团纪
委负责人如是说。该集团纪
委主动监督，关口前移，精准
施策，用高质量监督为集团
工程项目建设开好局、起好
步提供坚强保障。目前，该
集团累计巡查重大重点在建
项目 16个，发现并督查整改
问题 42个，下发项目督查简
报5期。 （熊丽云）

南昌高投集团
靠前施策 提质增效

近日，丰城市张巷镇镇
政府在张巷中学开展“张巷
镇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红
色故事汇’”主题活动。活动
分三阶段进行：一是观看红
色影片，坚定理想信念；二是
诵读红色故事，传承革命薪
火；三是开展红色座谈，托举
未来希望。

张巷镇在扎实推进青

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
也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问题。该镇拟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设立专门心理辅
导 室——“ 张 巷 镇 心 灵 驿
站”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成长。驿站配备了专门
工作人员，以持续关注青少
年的心灵启迪情况。

（钟文亮 熊 田）

丰城市张巷镇
开展“红色故事汇”主题活动

央视庆祝建党100周年特别节目
《红色金融》在赣州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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