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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秉林同志逝世
长江日报讯 武汉广播电视台离休干部杨秉林同志，因

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0月11日逝世，享年90岁。
杨秉林同志是浙江省绍兴市人，1948年6月参加革命工

作，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江日报讯（记者方历娇）10月9日，长
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正式启动“金点子奖”、
评论区“最佳人气奖”评选活动，活动将持续
到年底，每周一、三、五发布评选消息，市民可
在武汉城市留言板微信公众号点击栏目“我
要留言”留言，别错过，“金点子奖”在等你！

在第一期评选活动中，市民叶先生留
言《响应呼声，武汉园博园纳入免费游》获
得66%的网友支持率，获得长江网武汉城
市留言板第一期“金点子奖”！与此同时，
网友“龙哥哥”留言在评论区点赞数排名第
一，获得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第一期评
论区“最佳人气奖”！

第二期“金点子奖”入围的留言如下：

地铁口共享单车不再“添堵”
市民罗先生称，他经常乘坐7号线出

行，在7号线板桥站C出口处，马路边存在
共享单车停放无序的情况。5月22日，罗
先生在城市留言板反映此事，希望相关部
门对此现象进行整顿。

5月22日，洪山区狮子山街城管中队
接到该留言后，立即到现场调查核实。经
核实，该处地铁站C出口周边确实有共享
单车乱停放，狮子山街城管中队人员现场
对共享单车进行了整理，并与摩拜、哈啰等

共享单车管理方联系，要求管理方加大此
处的清理力度。后期，狮子山街城管中队
还将加大此处的巡查控管力度，发现问题
及时处置。

5月25日，罗先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7号线板桥站C出口处未发现共享单车停
放无序以及堵塞通道的情况。

这个小游园灯泡全亮了
市民安女士称，她住在百步亭，经常在

百步亭花园路百步亭游园散步。最近她注
意到，游园内多盏路灯都不亮了，晚上特别
黑，老人和孩子又多，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相关管理方尽快维修。

对此，江岸区园林局堤角公园管理处
回复：堤角公园管理处已安排维修人员前
往现场对线路和照明灯泡进行检查。由于
梅雨季节，路灯管线长期泡在水里，可能出
现线路短路和照明灯泡烧坏的问题，若是
照明灯泡问题，明天可以更换修好；若是线
路问题，管理单位争取一周内修好。

记者采访了江岸区园林局堤角公园管
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7月30日
收到市民留言后，当天下午就安排维修人员
到游园检修线路和灯泡的好坏。由于前段
时间正是梅雨季节，路灯管线长期泡在水

里，出现短路导致路灯不亮和灯泡烧坏。
经过7月30日下午、7月31日和8月1

日共2天半时间的抢修，已换电缆线20余
米，灯泡更换35个，目前园内所损坏的灯
泡已亮。工作人员还介绍，后期园内会加
强晚间巡查，有问题及时报备、维修，确保
游客的安全。

中心城区首个区级备灾中心挂牌

应急救援尖板眼装备亮相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慧紫 通讯员张莺）在10月11日江岸区创

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城区暨“国际减灾日”启动仪式上，长江日报
记者获悉，武汉市中心城区首个区级备灾中心——江岸区备灾中
心正式投入运行。

今年9月中旬江岸区完成备灾中心改扩建整体工程。位于岔
马路消防中队院内的江岸区备灾中心总面积360平方米，主要物
资包括区分指挥部防大汛应急物资、区综合减灾常备物资、区综合
减灾危化救援装备3大部分组成，81个类别，数量共计1800多件
（个或项）。

走进备灾中心，红蓝相间的钢架上各类应急救援“尖板眼”映入
眼帘，打开一款外形酷似行李箱的装备，里面竟是防水摄像头、可伸
缩探头、显示屏……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款音视频生命探测仪，
它是救援人员在废墟狭缝里的眼睛和耳朵，通过高清彩色屏幕和救
援专用耳机，能对环境进行仔细评估，并快速确定幸存者的位置。”

除了生命探测仪，此次配备的应急照明系统、应急大功率广
播、应急激光测距仪等12项装备，不仅作为区综合减灾的优质标
配物资，还可以作为“战时”应急救援的有力武器。

截至去年底，江岸区成功创建60余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街道，在全市处于领先位置。

2020武汉马拉松线上赛报名启动

参与者有望获明年汉马直通资格
长江日报讯（记者张琳 通讯员韩马萱)跨过冬春，历经生死，

曾按下暂停键的大武汉，已满血复活抖擞精神再出发。10月12
日，武汉马拉松组委会宣布，2020武汉马拉松线上赛报名启动，报
名时间为10月12日至11月7日，比赛日为11月8日至11月15日，
选手可以通过官方指定跑步类APP—“悦跑圈”进行报名。报名项
目包括KFC亲子跑3km、周年跑5km、21.0975km、42.195km。

报名时间：10月12日12:00—11月7日23:59；报名途径：选手
们需登录线上跑官方指定跑步类APP—“悦跑圈”，在「广场」-「线
上马拉松」入口，选择2020武汉马拉松线上赛赛事。报名成功后，
选手需完成所报项目里程，并打开悦跑圈APP记录运动里程数。

本次线上活动最吸引的“大福利”是：为所有参与者准备了
800个2021汉马直通名额。凡参与本次线上赛马拉松（42.195公
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周年跑（5公里）三个项目并顺利
完赛的跑友，都将相对应获得2021 年武汉
马拉松项目、半程马拉松项目、13公里跑项
目抽奖资格，其中全马200名，半马300名，
13公里跑300名。

为感恩援汉医疗队员，武汉马拉松还推
出专属福利，持有援汉医疗队纪念证书的医
护人员，在报名2020 武汉马拉松线上赛且
完赛后，将免费获得2020 武汉马拉松线上
赛实物完赛奖牌1份。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过去，铁路桥市场几乎被铁路内的建设企业独
揽。2014年2月，二航局在沪苏通长江大桥首次试水
公铁两用桥梁市场；2015年10月，因好口碑又中标五
峰山长江大桥，成为铁路总公司首家参建铁路桥主
桥建设的路外单位。

今年8月4日，二航局再中标江苏常泰长江大桥
跨江段主体工程施工项目A3标段，这是中交集团首
次进入公铁两用大桥上部结构施工领域。

70年风雨兼程，波澜壮阔，如今，中交二航局已
成长为一家集策划咨询、勘察设计、投融资、工程建
设、资产（资本）运营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市场遍
及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带一路”30个
国家和地区。

2019年，二航局新签合同额和资产总额双双突
破1000亿元，企业综合实力目前跃居武汉市百强企
业第7位和湖北省百强企业前10。

如今，长江上40%的大桥、国内50%以上主跨径

超千米的大桥都打上了“中交二航局”烙印，300多座
“二航造”跨江跨海跨高山峡谷特大桥闪耀世界，所
建桥梁已囊括当今世界所有桥型。

一组数据凸显“二航桥”硬核实力：世界已建成
的十大跨海大桥、十大斜拉桥、十大悬索桥、十大拱
桥、十大高桥，二航局分别承建了其中的5座、4座、5
座、2座、2座。

“基建狂魔”助力湖北武汉疫后重振。由瑞凯介
绍，二航局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到6月底实现国内项目

“应复尽复”。6月24日，二航局承建的襄阳凤雏大桥正
式通车，成为湖北疫后通车的首座跨江大桥。此外，还
联合中标了鄂黄第二过江通道燕矶长江大桥项目。

由瑞凯表示，作为在湖北武汉成长的本土企业，
中交二航局对这片沃土充满感情。下一步，二航局将
主动对接湖北建设交通强国试点和“十四五”交通规
划，谋划参建一批重大项目，建更多“家门口”的桥。

（撰文：韩玮 隋业辉 陈嘉伦）

国内一半以上千米级大桥“二航造”
解码“二航桥”核心竞争力

超大城市“必答题”高质量发展篇

华丽高速金安金沙江大桥。中交二航局供图

9月11日，中交二

航局承建的世界最大

跨度山区悬索桥——

云南华丽高速金安金

沙江大桥，宛如一道飞

虹横跨金沙江之上。

今年底通车后，原本驾

车需 1小时绕行的金

沙江天堑，仅需1分钟

便能跨越，开车由滇入

川从6小时缩短至2小

时。9 月 15 日，“二航

造”世界首座高铁跨海

大桥主塔封顶，未来福

厦进入1小时交通圈。

绝壁搭“天梯”，深

谷架“飞虹”，海上跃长

龙。在天险中建桥，不

断挑战极限，这家根植

于武汉的“中国建桥梦

之队”，已经走过 70

年，不断在国内外书写

建桥奇迹。

“我们在湖北成

长，在湖北收获，愿意

为湖北武汉疫后重振

贡献新的力量。”中交

二航局党委书记、董事

长由瑞凯深情地说。

11 日上午，站在建好的金沙江大桥上，
云南华丽高速中交二航局项目部负责人王连
彬自豪又感慨：“太不容易了！”两座主塔间，
1386米的大桥凌空“吊”起。中交二航局承建
的14.76 公里的标段，桥隧比近92%，地势险
峻、地质不利、气候恶劣。

锚碇嵌入山体，在山体内开挖了73米深。
修建桩基过程中，他们还碰到了最强硬的岩石。

金沙江大桥桥梁宽跨比世界最小，为了
将128榀钢桁梁吊到300多米高空一片片拼
接，项目部采用了世界上最大跨径缆索吊逐
块吊装。

“缆索吊机控制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化集成控制及远程
监控系统。”中交二航局项目部技术负责人舒
大勇介绍，每次起吊前都要周密部署，并对进
程智能监控，最终实现大桥安全高效合龙。

“二航造”大桥穿山越海：世界最长跨海
大桥、世界第一高桥、世界第一拱桥、世界最
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世界首座高速铁路
悬索桥……

谈到桥，不能不提到10余年前建成的苏
通大桥，这是世界上首座跨径超千米斜拉桥，

是中国由建桥大国迈向建桥强国的标志。
苏通大桥需要在深水潮汐环境下软弱地

基中进行超大群桩基础施工，就像在“豆腐上
插筷子”。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
航人硬是凭着长期的钻研、技术积累、自主创
新和攻坚克难，将它变成了现实，创下主跨最
长、主塔最高、斜拉索最长、群桩基础最大四
项世界之最，并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近年来，二航局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了以公司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核
心，以四个重点实验室、五个研发中心、一个
博士后工作站、三个协同创新平台为基础的
涵盖桥梁、岩土、地下工程、新材料和BIM等
多方向的科技创新平台。

实行学科首席专家团队制度，开发出一
批对公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乃至推动行业
技术进步有着重大作用的科技成果。截至
2019年底，二航局共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 186 项、工法 310 项、专利 1240 项、优
质工程奖255项，80余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
和国际先进水平。

70年来，“二航造”大桥先后10次斩获国际
桥梁协会大奖，10次获得“菲迪克”工程项目奖。

持续提升自主创新力，打造世界级“牛”桥

只有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变革，才能跟得上
我国突飞猛进的建桥步伐、不断“上新”的桥梁技术
和高质量建桥的需要。

2020年1月19日下午，在位于武汉的中交二航
局生产指挥中心，一场跨越572公里的远程指导正在
进行——

公司主要领导，以及部分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起，
对照“常泰长江大桥5号墩沉井施工智能控制系统”
开展远程技术服务，指导沉井注水着床施工。

常泰长江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
桥，也是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一级公路“三位一
体”的过江通道，其5号墩巨型钢沉井是世界第一大
钢沉井。

按照施工计划，1月22日凌晨4点，各项准备工
作就绪，二航局常泰大桥建设团队历经10余个小时
鏖战，顺利地将沉井精准着床。

这也是二航局生产指挥中心自正式启动运行以
来，打出的第一个漂亮仗。

2019年12月27日，二航局生产指挥中心正式运
行，这是该企业70年发展历程的一次重要管理变革。

今年6月上旬，时任二航局生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罗自立使用生产指挥中心开展了绿色环保施工远程

检查工作。“往年开展检查，我们一年只能覆盖十来
个项目，每次出差，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比检查的时
间长。今年，我们采取远程检查，覆盖面扩大很多，
并且取得了传统检查达不到的效果。”罗自立表示，
今年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远程检查，所有在建
项目负责人都能参会，参与互检的同时也是观摩学
习其他项目部的过程。

目前，可视化管理已覆盖二航局 90%的在建项
目。除了使用摄像头对重点施工场所进行监控，智能
安全帽、无人机等现代化影像设备也接入系统，公司
总部管理人员不出办公楼，就能凭借“千里眼”监控全
国各地项目现场施工情况，对管理人员进行指导。

未来桥梁建设将越来越智能化，为了更好地实
现“搭积木”建桥，二航局建起了一座信息化工厂，开
发了基于BIM技术的节段梁预制厂生产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可对箱梁“孕育”全过程实施严格管
理，对每个构件进行编号定位，每个细节都逃不过它
的法眼，保证了预制质量的可追溯。

管理方式实现跨越式升级：以往，对钢筋混凝
土、箱梁等材料构件检查都是用手写填表方式记录，
有了BIM+智能平台手机App，只需一部手机就可准
确溯源，一清二楚。

“千里眼”遥控、BIM智能建造，现代化管理变革实现高质量建桥

一半以上千米级大桥“二航造”，还要建更多“家门口”的桥

“金点子奖”第一期评选结果出炉
第二期等您来投票

扫码报名

扫码投票

维修人员在百步亭游园换灯泡。 堤角公园管理处供图

长江日报讯（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景
乾辉）“没想到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
事效率这样高，短短的一天内就帮我找到
了失联18年的老战友，太感谢了。”近日，
来自湖北孝感市的一名退役军人再次在
长江网武汉城市留言板留言，为退役军人
的“娘家人”点赞。

罗佩是孝感市一名退役军人，曾在武
警新疆某部服役，2002 年退役。服役期
间，他和战友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退役
后，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罗佩与武汉籍
战友陈伟失去了联系，18年来，罗佩一直

在尝试联系老战友，但始终无果。
罗佩说，这两年，全国各地退役军人事

务机构相继成立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工作，自己也在当地参加了退役军人信息
采集。罗佩心想，陈伟是武汉人，也一定在
武汉市参加了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于是，他
萌生了一个想法，通过“娘家人”退役军人
事务机构帮忙寻找失联多年的老战友。

9月30日，罗佩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
留言，希望通过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寻
找陈伟。

当日上午，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接

到了罗佩的求助信息，市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立即启动了寻找工作。

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余扬科长表示，
根据罗佩提供的姓名信息，全市与陈伟同
名同姓者不在少数。另外，离国庆长假放
假只剩半天时间，时间紧迫，为此，他们不
断与15个区（功能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联系沟通，比对排查。

30日下午，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汉
阳区信息系统中找到了3位符合条件者，
经征得3人同意，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将
电话提供给罗佩，经罗佩电话确认，其中1

人正是失联了18年的戍边战友陈伟。
10 月 1 日，国庆节第一天，罗佩专程

向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致电表示感谢，同
时还在武汉城市留言板上留言，他写道：

“短短一天时间，通过武汉城市留言板寻
找到失散多年的战友，谢谢武汉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为相关政府部门
的高效率工作机制点赞，真的万分感谢。”

11日，长江日报记者联系上罗佩。罗
佩表示，自己已经和陈伟约定，10月下旬
在武汉相聚，届时一位远在福建的战友也
会赶来，欢聚一堂，一叙旧情。

退役老兵留言感谢“娘家人”

18年前一起戍边的战友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