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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七星关区交通运输“十三五”基本情况及“十四五”发
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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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三五”时期,七星关区交通运输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加快以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农村公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交通运输服务水平,切实
加强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交通运输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为打赢“三大攻坚战”、保持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管养水平；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中图分类号：TU-0 文献标识码：A

Bijie City Qixingguan District Transportation "13th Five-Year" Basic Situation and "14th
Five-Year" Development Ideas
Xiaojun Zhao
Rural Road Maintenance Center of Qixingguan District, Bijie City
[Abstrac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District Committee and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t the higher level, the Transportation
Bureau of Qixingguan District accelerated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cusing on highways,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trunk roads and rural roads, worked har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the safety and emergency support capabilities, and fully completed the objectives and main tasks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winning the “three major battles” and maintaining stable an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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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路桥梁工程的预应力施工
王艺程 李成莪
河南锦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5i1.3658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而直接带来的就是
交通压力增加,同时交通压力的急剧增大会加深居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对此,为了有效控制城市交通压
力,就需要加强交通运输建设,而道路桥梁工程是交通运输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道路桥梁工程本身
的特殊结构,使得桥梁相较于其他交通工程来说,存在稳定性较差问题。所以想要保障道路桥梁工程在运
营期间的稳定性,就需要根据桥梁的特性,合理应用预应力施工技术,借助这种施工技术,可以极大的增强
道路桥梁工程稳定性,并且还能帮助施工人员减少施工步骤。对此,本文就以道路桥梁工程的预应力施工
进行着重分析,为相关的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 道路桥梁工程；预应力施工；应用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Prestressed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Works
Yicheng Wang, Cheng'e Li
Henan Jinlu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s increasing, which directly brings increasing traffic pressure that will
deepe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sidents and citi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urban traffic pressure, we
need to strengthen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structure of the road and bridge works, the bridge has poor stability
problems compared with other traffic projec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reasonably apply the prestress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idge. With the help of thi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t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nd also help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to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step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estressed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work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builders.
[Key words]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prestress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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