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座高架桥主线桥有望国庆前通车
4 月 14 日上午， 随着 220 吨履带吊将最后一片钢箱梁

架设到临时支墩上，金寨路高架桥南延段 2 标主线桥钢箱梁
正式拼装完毕。 据介绍，金寨路高架桥南延段 2 标工程北起
石门路，南至紫蓬路，全长约 2.3公里。“截至目前，该工程主
桥结构已完成九成，随后将进入主桥附属工程施工。 ”据合
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金寨路是合肥
市“五纵七横”快速路网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合肥市对外
交通快速转换的纽带，为了让该工程早日竣工，建设部门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也在向节点目标冲刺，“预计今
年国庆前可放行主线桥。 ”

按照计划，同期放行主线桥的还有包公大道。 根据最新
施工进展，包公大道（团结大道 - 龙兴大道）高架桥面已基
本连通。 畅通二环北环（淮南路节点）、畅通二环西环（樊洼
路节点）、郎溪路高架北段等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桥头集路
（包公大道 - 龙城路）快速化改造、宿松路（南二环 - 绕城
高速）快速化改造工程将全面展开。

5号线北段两座样板车站现雏形
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合肥地铁 1 号线三期工程和 5 号

线北段工程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其中，1 号线三期 3 座车
站主体及附属结构已全部完成，盾构工程正在下穿合肥火车
站站房。 5 号线北段 12 座车站已经开始机电安装和装修施
工，两座样板车站汲桥路站和凌大塘站外观已和正在运营的
车站差不多，很快将启动联调联试工作。

在铁路建设方面，新合肥西站正在进行工程桩、土石方
外运、主体结构等施工；合新高铁全线主体工程正有序推进；
合新六城际铁路新桥机场站先行工程勘察设计已挂网招标。
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明巢高速正在加速推进小型结构物安
装、路面工程、安防工程等施工；滁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合肥支
线可研已批复。

肥西路陆续上跨北一环、南一环
作为合肥著名的“断头路”，全长约 7.5公里的肥西路北

起大房郢路南至煤场路，在主城区断断续续地延伸。 虽然经
过多次“手术”，但目前仍有多处“肠梗阻”。不过，肥西路上
跨北一环工程目前已经准备进场施工了。

据悉， 肥西路上跨北一环道路工程设计范围起于亳州
路，往南采用双向四车道桥梁上跨北一环，在规划大杨路交
口落地，终于沿河西路。 该工程宽 40米，全长约 930米。 北
一环节点处的人行天桥将保留，上跨桥机动车道外侧设置非

机动车专用道，满足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需求。 亳州路与肥
西路交口保持现状； 大杨路与肥西路交口设计为 “右进右
出”；沿河西路与肥西路交口，按 2 进 2 出设计。 除此之外，
肥西路上跨南一环工程也在酝酿中， 固镇路等一批 “断头
路”也将陆续启动施工。

根据最新施工进展，五河路及五河支路等 3 条路已建成
通车，庐州大道、万罗山路等 22个项目正在建设中。

方兴大道多个拥堵点将开始治理
前不久本报报道了合肥市瑶海区和蜀山区正在进行多

个拥堵点治理。 根据大建设计划，合肥市将继续推进城市拥
堵点治理，备受关注的的潜山路与习友路交口附近拥堵路段
改造近期将启动。 该工程将通过增设慢行地下通道、新增信
号灯、调整交口车道等方式缓解交通拥堵。

另外，青鸾路与方兴大道交口、莲花路与方兴大道交口等
3处拥堵点正在进行清单编制工作， 明光路三十八中门口等
7处拥堵点正在开展前期工作，待方案确定后将陆续实施。

骆岗公园片区将新建 7条道路
在合肥骆岗公园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该片区的庐州大道、

大连路、花园大道、黄河路等“一纵三横”四条主要市政道路正
在加速建设，“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这些在建道路将全部完
工。”据合肥市建设部门的相关人士透露，骆岗公园片区今年计
划再开建 7条道路，分别是兰州路（徽州大道 -青海路）、青海
路（黄河路 -锦绣大道、黄河路 -庐州大道）、乌鲁木齐路（徽
州大道 -青海路）、延安路（徽州大道 -青海路）、银川路（徽
州大道 -青海路）、西宁路（徽州大道 -青海路）等。

位于东部新中心的纬十四路（巢湖南路 -甘棠路）、大彭
路（青洛河路 -新世界路）、尹冲路（大彭路 - 黄栗树路、清
流关路 -东风大道）等多条道路正在施工，很快将通车放行。

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的魏武路正在进行高架桥桩基钢筋笼加
工；谭岗路、外环西路、科学院北路、雷俞路、杨岗路 5 条道路
已完成方案审查，很快将开工建设。位于运河新城的合肥八中
运河新城校区正在编制施工图，西城菊苑、紫薇苑、西城海棠
苑、西城桂花苑、西城梅苑等多个小区正在加速建设。 新桥科
技创新示范区内的新桥机场改扩建工程正在进行桩基施工，
NV片区配套六条道路已开始摊铺沥青，很快将竣工投用。

安徽科技馆已搭好“钢骨架”
作为巢湖北岸的又一处标志性建筑， 位于滨湖新区香港

路与环湖北路交口东北角的安徽省科技馆占地面积约 75亩，
地上 5层，地下 1层。 总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约
4.8万平方米，地下约 1.2万平方米，建筑高度 45米。 建成后，
每年接待量可达 200万人次，惠及线上线下约 4500万人。

“这座造型独特的白色场馆采用了宇宙动态运行的科
普理念， 从建筑外观可以看到由内及外的空间螺旋曲线，馆
内中庭的地球 LED 屏是馆内的核心区域。 ”据合肥市重点
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工程竣工后，可从场馆外同时看到地
球 LED屏幕和屋顶球形天文台，感受地月同在的宇宙景观。
截至目前，该馆主体结构和钢结构已经完成，室内机电、消防
等安装工程约完成七成，幕墙工程完成过半，预计今年底完
工，随后开始布展。

除此之外，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合肥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正在进行室内装饰及安装施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项
目正在进行精装修、供电和大楼亮化施工。 合肥市第三人民
医院新区及市中医院建设项目三院区域正在进行二次结构
施工；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和口腔医院滨湖分院项目正在进行
妇幼保健院及裙楼主体结构施工和口腔医院二次结构施工；
智慧养老中心项目已完成 7栋单体外墙施工。

合建宣 合重宣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姜志远 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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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建设 4月 14 日，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发布
了该市今年第二季度的大建设计划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武鹏 通讯员 解琛 关堂所）
“疫情之下，更要难中求成抓发展。 ” 在合肥市瑶海区，快速
发展的热潮涌动，尤其是在合肥东部新中心，作为合肥“一
核四心” 规划的重要城市板块， 包括合肥一中瑶海校区在
内，这里一个又一个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

记者 4 月 14 日在合肥一中瑶海校区项目建设工地看
到，学校大门已经完工，电子大屏上“喜迎新同学，一起向未
来”的红字格外醒目。 项目上塔吊林立的场景已经不见，随
着工程进度的快速推进， 项目已经进入到室内外装饰的环
节。 承建单位安徽三建相关负责人说，共有 1200 名工人正
在日夜全力施工，力争为孩子们的开学留下更多的时间。 整
个项目处处洋溢着抢时间、争进度的火热氛围。

用工体量大、流动性大、交叉作业多，建设现场同样是
瑶海疫情防控的重点领域和关键一环。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

者，自开工以来，项目部一直狠抓疫情防控工作，采取严格的
防控措施确保安全生产，目前工人疫苗接种率达 100%。

疫情防控不断档，土壤修复项目不停歇。 瑶海区东部新
中心土壤污染修复治理工作，同样也正在快马加鞭推进中。

马钢（合肥）钢铁厂项目地块需修复污染土壤方量
约为 20 万立方米。 目前，这片土地的土壤修复已经取得
实质性进展， 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洪
欣说， 原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瑶海区老厂区土
壤污染修复也在同步作业。 记者看到，1 号处置大棚内，
工人们正驾驶挖掘机来回穿梭作业。 按照计划今年预计
将有 2400 亩土地修复释放，为未来东部新中心发展准备
了充足的主城空间。

在安徽盒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口罩生产车间里，数
条生产线同时运转，口罩成型出片、耳带熔接、产品包装等生

产工序井然有序地开展着。 总经理苌全面告诉记者，经过 2
年的发展，盒子健康已经拥有医用 N95 防护口罩、含氧化铜
过滤式半面罩、聚乳酸抑菌全降解防护口罩等高科技含量高
的防疫产品，并出口到世界多国，先后亮相东京夏季奥运会
和北京冬季奥运会。据了解，近期该企业正在抓紧生产，产品
供应上海等地，确保满足国内需求，全面助力国内疫情防控。

在中国网谷， 瑶海本土物联网企业———安徽银通物联
订单不断，企业抓生产抢进度。目前该企业第一季度生产、销
售产值总计约 6300 万元，其自主研发生产的人脸支付终端
和车载消费机终端设备出货量最大， 比历史同期大幅增长。
虽然疫情形势严峻， 但企业经营处于稳步上升的发展状况，
预计全年产值可达 2.9亿元。

发展是硬道理。 当下的瑶海，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建设发展，让疫情“防得住”、更要让发展“上得去”。

合肥东部新中心“春潮涌动”

1200名工人日夜赶工 一中瑶海校区开始装修

肥西路有望上跨南北一环
合肥市发布二季度大建设计划 金寨路高架南延北段完成钢箱梁架设

4月 14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发布了该市今年第二季度的大建设计划。 其中，肥西路将上跨北一环，巢湖南路（锦绣
大道 -方兴大道）、天柱山路（长江西路 -望江西路）等 200多项工程将陆续启动施工。与此同时，金寨路高架桥南
延工程、包公大道高架桥等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施工中，力争今年国庆前放行主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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