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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总理视频出席达阿高速开工仪式
本报孟加拉讯（通讯员 周金辉）当地时间11月

12日10时，孟加拉达卡至阿苏利亚高速公路项目（简
称达阿高速）举行开工仪式，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中
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以视频形式出席仪式。

哈西娜特别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政府
对孟加拉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她表示，达阿项目的建成
能够让30个地区的人民往来首都达卡更加便利，将有
超过4000万人从该项目中受益。

李极明对孟加拉国的发展及共建“一带一路”取得

的成果表示祝贺。他说，中方人员作为援建者，将会尽
最大努力促进孟家拉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达阿高速主要工程为23.97 公里的四车道高架高速
公路，包含14.28 公里既有道路拓宽、收费站及纳比纳
加独立立交桥等附属工程。该项目共分三个标段，中铁
大桥局为第一标段分包商，这是其继孟加拉帕德玛大桥
及其铁路连接线项目后，助力该国基建的又一大型工
程。该标段主要包括9.5公里高架桥、5公里既有道路
升级改造等工程，合同金额2.76亿美元，工期49个月。

第三届“湖北工匠”出炉

中铁大桥局两名技能人才获表彰

金海大桥钢轨铺完

■ 肖灶彬 程金鹏

“桥梁+风电”或迎发展黄金期
■ 王一凡

本报珠海讯（通讯员 孟庆虎 江海明）11
月14日，随着最后一组400米长钢轨稳稳落入
承轨槽内，由广东广珠城际轨道交通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大桥局承建的珠机城际金
海大桥（磨刀门段2.642公里）钢轨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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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宽49.6米，中间通
行双线时速160公里城际铁路，同层左右两侧
通行六车道时速100公里高速公路。大桥是世
界首座公铁同层多塔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宽的公铁两用斜拉桥。

项目建成后对珠海推进交通内畅外联，打
造“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武汉讯（记者 徐洪江） 11月17日，
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暨第三届

“湖北工匠”表彰大会在汉举行，旨在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深入推进技
能强省建设，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上，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要
求，要创造一流的环境培养人才，进一步完善培
养方式、激励机制、评价办法等政策措施，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更多
的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湖北工匠。

开幕式上表彰了“湖北工匠”10人，“湖
北省技能大师”20人，“湖北省技术能手”70
人。其中，中铁大桥局六公司工匠技师刘琴梅
获评“湖北工匠”，中铁大桥局七公司测量特
级技师杜操获评“湖北省技术能手”。

“获得此项荣誉，我倍感荣幸，也深感责
任重大。”刘琴梅告诉记者，参加工作20年
来，自己始终牢记“建桥铺路、造福人类”的
企业宗旨，坚持勤学善思，从一名技校学历的
普通女工慢慢成长为中国中铁首批特级技师，

先后参建了广东清远北江三桥、厦门大磴桥、
赤大白铁路、汉宜铁路、武汉西四环高速公
路、杨泗港长江大桥等多个大型项目建设。

在生产一线，刘琴梅不忘初心、精益求
精，使用“双掺”技术优化混凝土配合比，为
项目节约成本40万元，促进项目信誉评价屡获
第一；围绕公司在建项目全面开展配合比优化

“五元行动”，节约成本1500余万元；开展机制
砂科研课题，利用隧道废弃石渣生产机制砂，

解决天然砂资源匮乏问题，推进项目生产……
刘琴梅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自己将时

刻铭记“建桥铺路、造福人类”的企业使命，
继续争当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的排头兵，努力钻研技术，严格把控质量，竭
力为企业打造出一支学习型、技能型、创新型
的人才队伍。

获评“湖北省技术能手”的杜操也向记者
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作为一名有着26年测量经验的建桥人，杜
操先后参建了汕头礐石海湾大桥、广州地铁四
号线七标、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等项目。

在世界跨度最大的三塔四跨悬索桥——武
汉鹦鹉洲长江大桥建设中，杜操带领团队将锚
碇预埋件安装精度从设计5毫米提升到3毫米
内，解决了关键结构高精度定位难题。在重量
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武汉姑嫂树转
体桥监测中，杜操主持制定了激光指示器结合

转盘刻度尺联控测量手段，使梁体贯通的精度
控制在1毫米内。在湖北香溪长江公路大桥施
工中，杜操带领大家优化扣缆塔组拼方案，使
168米的扣缆塔垂直度精确到万分之三，解决
了垂直度超限问题……

杜操说，在大桥局工作26年来，自己对企
业“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可以成材、尊重爱护
使用好人才”的人才理念感受颇深，企业给员工
提供了挖掘自身潜能、实现自身目标的舞台，也
让自己从一名普通的测量员，成长为测量特级技
师。在未来的工作中，自己将不断提高建桥本
领，继续在群众中做表率，做好传帮带工作，为
助力大桥事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努力。

“习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事靠人谋，事靠人
办，只有充分发挥好人力资源的作用，各项工作
才能充满活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才能薪火相
传。”中铁大桥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文武松说，
大桥局始终将人才队伍建设放在企业发展的重要
位置，根据发展战略制定人才规划，采取卓有成
效的举措引才、留才，为人才的成长提供沃土。

“我将时刻铭记‘建
桥铺路、造福人类’的企
业使命，继续争当弘扬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的排头兵。”

刘琴梅 杜操

“我将不断提高建
桥本领，做好传帮带工
作，为助力大桥事业、
企业高质量发展而不懈
努力。”

中铁大桥局获评
25项公路工程工法

本报武汉讯（通讯员 李海华）近日，中
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2022年度公路工程工法
评选结果揭晓。中铁大桥局获评25项，其中
主持23项，参与2项。截至目前，中铁大桥
局共有公路工程工法144项。

公路工程工法是由交通运输部委托中国公
路建设行业协会开展管理的部级工法，旨在鼓
励企业科技创新，激励从业工程技术人员结合
公路工程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
推广应用，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总结经验，提
炼形成新的工法，不断提高公路工程施工质量
和管理水平。

跨碍越坎进怒江
日前，高原铁路怒江桥正在进行拉萨岸

工点作业队驻地建设，中标以来，项目建设
速度势如破竹。好的开始离不开扎实的前期
准备工作，对身经百战的项目部勘探工作队
队员来说，这里的路，很难走。

7月，怒江桥项目部一工区召开“挺进
怒江桥，打开新局面”的主题活动，由工区
经理、总工以及青年技术骨干组成的12人
工作组前往怒江桥拉萨岸桥位现场，进行地
形勘探工作。

7月21日上午8时，工作组带上干粮，
从工区乘车向目的地进发，做好全天在野外
作业的准备。车辆在弯多拐急、乱石遍布的
便道上颠簸行驶，道路左侧是因爆破形成的
峭壁，时不时有飞石滚落，右侧是望而生畏
的悬崖，怒江水在崖底奔流咆哮。20多分
钟后，车辆顺利通过了“九道拐”路段，海
拔高度也随之攀升将近400米，部分组员的
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偶
尔干呕，但大家都在顽强意志力的支持下继
续向前。

又经过20多分钟的颠簸，车辆终于抵
达便道的尽头。工作组将作业任务进行分
工，队员们带上仪器和干粮开始步行前进。
相比颠簸的便道，接下来的步道才算得上是
艰险的开始，一道道关卡接连而至。

前路第一关便是一处山嘴，山坡坡度大
约有60度，坡面被浮土覆盖，很难找到可以
垫脚的岩石。组员们俯下身体，半趴在山坡
上，用手拽着杂草根，一步步艰难地向上

“蠕动”。回头望去，身后就是几百米深的沟
壑，不由得让人心里发怵。好在因为提前通
过地形图做了功课，工作组成功到达了山嘴
顶部。组员们也终于可以松口气，开始坐在
地上休息，心想后面的路应该会平坦许多。

为了早点抵达目的地，组员们很快就起
身，再次向前进发，可随之而来的场景让大
家倒吸了一口凉气。山嘴的另一侧是悬崖，
受爆破影响，悬崖上的岩石有些许松动，地
上也有许多条裂缝，有的裂缝宽度近30厘
米，可以横着伸进去一只脚。由于悬崖是队
员们前进的必经之路，大家三人一小队，上

拉下托，像攀岩般沿着岩壁慢慢向下移动，
最终安全到达崖底。

翻下山崖后下到冲沟，接下来的道路是
沿着冲沟水平向前挺进。看似平坦的路依旧
危机四伏。由于沟内坡面全是浮土和浮砂，
脚踩上去容易打滑，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失足
滚到沟底。组员们十分小心，紧紧拽着身旁
的植物借力。有的组员不认识某些有害植
物，直接一把抓在了会“咬人”的荨麻草
上，发出“啊”的叫声，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笑声也让大家紧绷的神经得到一丝缓解。

过了大约2个小时，工作组到达第一处
目的地——工点驻地的选址位置。此时差不
多中午了，组员们一边简单吃着干粮，一边

对选址区进行讨论、规划。稍做休息后大家
兵分两路，一队人留在原地进行现场地形数
据采集，一队人继续向怒江桥头挺进。此时
距离怒江桥直线距离还有800多米。

前往怒江桥的路荆棘丛生，组员们只能
猫着身子从尖刺下穿行，时不时会发出被扎
的叫声。穿过荆棘，组员们来到一片茂密的
深林，里面溪水潺潺，阵阵凉风穿林而过，
景色虽美，但大家一刻也不想多待，因为这
里蚊蝇满天，并且充斥着浓烈的腐木味道。

又经过大约1.5小时，组员们终于成功
到达怒江桥桥位处，成为项目部自进场以来
第一批到达此处的管理人员。大家都显得格
外激动，脸上的疲惫也一扫而空。不知是谁

起的头，组员们纷纷站在一处凸崖上，朝着
怒江峡谷呐喊，宣泄心中的情绪。阵阵回声
在山间回荡，仿佛是神秘的大山在向组员表
示欢迎。

组员们并没有忘记进山的使命，激动过
后，大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拍照的拍照、
放样的放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现场数据采
集，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既定工作任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下起了小雨，组
员们迅速折返与前面的队伍汇合，一同踏上
回程的路。

有了来时的经验，回去的路走得稍微容
易了些，但组员们依旧丝毫不敢松懈，坚毅
地朝着内心的目标前进……

重点工程

近日，第七届全球海上风电大会在海口
举行，这也是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海
上风电会议之一。

根据大会发布的相关倡议，综合当前条
件以及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要求，
到“十四五”末，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
量需达到1亿千瓦以上，到2030年累计达2
亿千瓦以上，到2050年累计不少于10亿千
瓦。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末，我国海上风
电累计装机量达到 2768 万千瓦，占全球累

计装机量的48.4%，装机规模已跃居世界第
一。若按上述倡议来看，海上风电在未来三
年市场前景广阔，这或许将成为建桥企业新
的核心增长极。

近年来，中铁大桥局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优化市场布局，丰富“桥梁+”发展
内涵，从近海走向深蓝，从架桥铺路迈向风
机安装，承揽并实施 20 余个海上风电项
目，累计合同金额超百亿。这张成绩单，离
不开建桥人多年探索海洋、扎根深蓝的智慧
和汗水。

曾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等多座世界级跨海大
桥的中铁大桥局，海上施工经验丰富。桥梁
施工和风电安装看似大相径庭，实则有内在
联系。比如，桥梁和风机基础通常多采用

“桩基+主体”的形式，两者技术相通，加
上海上施工船机设备优势傍身，使建桥人的

“跨界”格外有底气。
此外，为抢抓发展机遇，中铁大桥局持

续加强人才储备，强化科技创新投入，拓宽
合作广度，通过建立海上风电产业联盟、形

成产业集群，使“朋友圈”越来越大，“购
物车”也越来越满……自 2019 年全面进军
风电领域，中铁大桥局的海上风电施工技术
及履约能力得到业内一致认可，跻身国内海
上风电施工领军企业。

在“双碳”背景下，海上风电正迎来规
模化发展的黄金期。建桥人将乘着“能源转
型”的新机遇，继续破题“桥梁+”，全面
跟进清洁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奋力开
拓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能源革命
的推进和国家战略的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桥时评“

”

三人小队慢慢向崖底行进三人小队慢慢向崖底行进
队员们到达怒江桥桥位队员们到达怒江桥桥位，，站在凸崖上合影站在凸崖上合影。。

肖灶彬肖灶彬 摄摄

潮汕环线京灶大桥
2号墩主塔首节完工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蔡美琪 李苏林）
11月16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潮汕环线京
灶大桥2号墩主塔首节顺利完成混凝土浇注。
此次浇筑仅用时30小时，混凝土总量约为
844方，标志着大桥首个主塔墩全面进入主塔
塔柱施工阶段。

潮汕环线高速京灶大桥项目总长 3110
米，其中，京灶大桥主桥为全线控制性工程，
全长1793米，最大跨径为350米，主桥采用双
塔双索面半漂浮体系钢-砼组合梁斜拉桥设计。

金海大桥钢轨铺设现场 孟庆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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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大桥钢轨铺完

金海大桥钢轨铺设现场金海大桥钢轨铺设现场 孟庆虎孟庆虎 摄摄

跨碍越坎进怒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