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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大桥首个边主跨合龙
本报珠海讯 （通讯员

孟庆虎 江海明） 6 月 26
日，珠机城际金海大桥边主
跨 26-27 号墩合龙段C7钢
梁顺利起吊并合龙就位。由
此，珠海金海大桥首个边主
跨钢梁完成合龙。

金海大桥是珠三角入海
口上建设的第一座公铁两用
大桥,主桥为挑臂式钢箱梁多
塔 （4 塔） 公铁同层斜拉
桥，是世界首座公铁同层多
塔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宽公铁两用斜拉桥。

牛田洋大桥主桥合龙
本报汕头讯 （通讯员

甘锋 王海芳） 6 月 30日，
汕头市牛田洋快速通道牛田
洋大桥主桥合龙。

牛田洋快速通道是连通
汕头榕江南北两岸、完善粤
东城市路网系统的快速通
道。全长15.8公里，主线设

计时速100公里。牛田洋大
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主桥
长955米，主跨468米，两
个水中主塔塔高均为 182.9
米，采用极富潮汕地方特色
的厝头和翔鹭造型，是粤东
境内主塔最高、跨度最大的
双塔双索面钢桁梁斜拉桥。

龙翔大桥合龙
本报佛山讯 （通讯员

韦潘峰 杨凝 孙润泽） 6月
30日21时30分，历经15个
小时，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
龙翔大桥及引道工程主航道
桥第4次跨中75米重达750
吨钢箱梁顺利提升到位，龙
翔大桥主航道桥全线贯通。

龙翔大桥及引道工程是
佛山一环西拓南环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龙翔大桥长1549.04
米，主跨202米。项目建成通
车后，将进一步加强佛山市禅
城、南海、高明、三水四区之
间的联系，预计2022年12月
31日前全桥贯通。

中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http://www.ztmb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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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惟乔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永远当先锋
中铁大桥局党委召开“桥头堡·党建”品牌发布暨2022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本报武汉讯（见习记者 张惟
乔）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永
远当先锋。6月29日，中铁大桥局
党委“桥头堡·党建”品牌发布暨
2022年“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桥
梁科技大厦隆重举行。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会议由中铁大桥局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李晓峰主持。

会上，中铁大桥局党委书记、董
事长文武松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中铁大桥局69
年的奋斗历程。他说，从大桥局第一
次党代会向全体党员发出“建成学
会”的号召以来，大桥局历届党委坚
持守正创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筑牢红色堡垒，引领中国现
代桥梁科技实现历史性超越。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新征程
上，“危”“机”叠加，“时”“势”
变迁，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奋
进姿态，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喜迎二
十大胜利召开。

文武松向集团全体党员提出了五
项要求：一是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动
摇，要把对党忠诚作为最重要的政治
纪律。二是必须加快改革发展不折
腾，聚焦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高质量收
官、大商务管理、项目管理效益提升
三年行动、安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高
质量推进等重点工作，推动各项目标
任务落地见效。三是必须夯实党建基
础不放松，以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
力、战斗力，提升企业治理的能力和
水平。四是必须保持清廉本色不含

糊，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勇
于自我革命、永葆清正廉洁，不谋个
人私利、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把
聪明才智用到干事创业上来。五是必
须践行为民宗旨不懈怠，要始终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职工
立场，始终把广大职工凝聚在建桥报
国的旗帜之下。

大会正式发布了中铁大桥局党委
“桥头堡·党建”品牌。该品牌以“党
徽耀彩虹·堡垒筑精品”为口号，是
中铁大桥局探索“国有企业促进党建
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企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一时代课
题的最新成果，包含理念体系、工作
体系、结构体系、制度体系、考评体
系等五大体系。

大会还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先进
集体与个人进行了表彰。

李晓峰在总结发言中就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
是要“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紧紧
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这条主
线做好各项工作。二是要“以知促
行、常践常新”，全面提升党建工作
水平和效能，形成基层党建工作品牌

“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三是要
“对标先进、实干创效”，要把本次会
议精神和先进典型事迹学习好、宣传
好，在公司上下形
成学习先进、争当
先进、干事创业谋
发展的热潮。

（扫描文后二维
码了解更多）

180 多年前，因为屈辱的 《南京条约》 的签
订，香港与祖国骨肉分离。

25 年前，伴着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离乡多
年的游子终于重归母亲的怀抱，一朵灿烂的紫荆花
从此久开不败。

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届政府精彩亮相，700多万香港同胞正意气风
发，迈步走向新征程。

回望来时路，香港用25年时间，书写了一段
崭新的香江传奇：人口增长近百万，本地生产总
值、人均GDP增长逾1倍，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达
到第三……种种成就，离不开香港民众脚踏实地，
奋发进取，也离不开祖国大家庭这个坚强后盾。

香港多岛、多海湾，沟通两岸的桥梁极大地助
力着香港的发展。回归祖国当年，青马大桥、汲水
门大桥相继建成通车。此后，香港继续加大桥梁设
施建设力度，汀九桥、深圳湾公路大桥、昂船洲大
桥等桥梁陆续建成，一道道飞虹成为香港的崭新名
片。

一桥连三地，唇齿更相依。2018 年，世界最
长跨海大桥工程——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这座

“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让香港发展
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潮涌大湾区，风劲好扬帆。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
为香港掀开繁荣昌盛的新一页。无数桥梁建设者也
投身到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滨海湾大桥等
一大批大湾区重大工程的
建设之中，用辛勤的汗水
将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的宏伟蓝图一步步
化为生动现实。

桥牵两岸 紫荆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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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滨海湾大桥通车
本报东莞讯（通讯员 王

帮琴 高鑫 范多祥）6月30
日，随着“滨海湾大桥正式通
车”一声令下，彩车车队缓缓
从沙角半岛驶向交椅湾，东莞
滨海湾大桥通车。

大桥全长973.6米，其中
主桥长520米，主塔高149.8

米，主体结构133.4米。大桥
以“丝路明灯、玉兰花开”为
设计理念，将滨海景观与东莞
市域文化高度结合。大桥是目
前世界上首个采用钢壳混凝
土—钢混主塔结构大桥，同
时也是国内跨度最大、桥面
最宽的独塔扭索面斜拉桥。

张靖皋长江大桥开工

本报张家港讯（通讯
员 辛海宁 宋杰） 6月28
日，随着现场礼炮齐鸣，在
八百里长江江苏段，又一座
世界级跨江工程——张靖皋
长江大桥开工典礼隆重举
行，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正
式开工。

张靖皋长江大桥跨江段
全长7859米，设置南、北
两座航道桥及南中北三段引
桥。其中跨主江航道的南航
道桥为主跨2300米的超大
跨径悬索桥，是世界最大跨
径悬索桥工程。大桥采用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塔高
350 米，主缆长 4450 米，
钢箱梁长3017米，伸缩装
置位移量达3120毫米，南
锚碇平面尺寸为长110米、
宽75米、高83米。大桥创
新运用多种新结构、新设
备、新工艺，整体施工技术
含量极高，众多工艺工法将
在国际国内填补空白。

南航道桥建设过程中将
创下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
最高悬索桥索塔、最长高强
度主缆、最大复合地连墙锚
碇基础、最大连续长度钢箱
梁、最大位移量伸缩装置等
六个“世界之最”；将在结
构体系上实现超大跨度悬索

桥主缆自平衡结构体系、索
塔结构上实现超高钢箱—钢
管约束混凝土组合索塔、锚
碇基础上实现超大规模支护
转结构复合地连墙锚碇基
础、索鞍结构上实现超大型
自行走装配式索鞍、锚固系
统中实现智能感知可更换锚
固体系、防腐技术运用上实
现全桥一体化智能防腐体系
等六项“世界首创”。

在签约仪式上，中铁大
桥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武
松作为参建单位代表表示，
中铁大桥人将高质量推进项
目建设，努力打造精品工
程、安全工程、绿色工程、
创新工程、廉洁工程，竭力
把张靖皋长江大桥建成交通
强国建设江苏样板标志性工
程、中国桥梁科技创新引领
代表性工程和世界特大跨悬
索桥建设里程碑工程，为江
苏基础设施建设再立新功、
再展担当。

作为国家发改委和江苏
省规划的重点过江通道项
目，大桥建设对优化江苏省
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推
进扬子江城市群建设和跨江
融合发展，落实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国
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铁大桥局入选“中国建
造”桥梁专业品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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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铁路跨线桥转体到位
本报南充讯 （通讯员

冉国松 陈旭东） 6月29日
4时20分，经过近100分钟
的紧张施工，由中铁大桥局
承建的达成铁路跨线桥梁转
体到位。

南充将军路嘉陵江大桥
达成铁路跨线桥上部结构采

用 58米+61米跨T型刚构，
主墩墩梁固结，桥宽25.5米
至31.5米整体合修，采用墩
底临时球铰机构转体施工，
下部结构采用矩形墩、桩基
础。转体角度51度，转体重
量约为 1.3 万吨，相当于
9000台小轿车的重量。

本报北京讯（通讯员 微歌）日前，中国施工
企业管理协会评选出2022年度首批“中国建造”
品牌企业10家、“中国建造”专业品牌企业27
家，并将其品牌建设经验做法在协会官网“中国建
造品牌宣传”专栏刊发。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成功入选品牌企业，中铁大桥局以《创新引路
文化领航 打造“世界一流建桥国家队”企业品
牌》案例入选桥梁工程专业品牌企业。

中铁大桥局成立于1953年，为修建万里长江
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而成立，是中国唯一一家集桥
梁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土建施工、装备研发四位
于一体的承包商兼投资商，历经“建成学会、奋发
图强、融入市场、追赶世界、领先世界”五个发展
阶段，累计修建特大型桥梁3000余座，总里程
3600余公里，是世界上建桥最多的企业。

中铁大桥局以扎实的桥梁专业优势锻造了“中
国桥梁”国家名片，奠定了“世界一流建桥国家
队”企业品牌的坚实基础。70年来，中铁大桥局
从武汉走向全国，从长江走向海洋，从国内走向国
际，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创造了丰富的建桥业
绩，塑造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在桥梁技术水平、人
才队伍、工程装备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锻造了中
国桥梁建设国家队的品牌形象。

中铁大桥局党委“桥头堡·党建”品牌发布。 徐洪江 摄

南主航道桥为世界最大跨径悬索桥

大桥工程 献礼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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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滨海湾大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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