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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5 期                                   总第 29 期 

《道桥之窗》企业内刊 

※项目进度 

杨泗港大桥完成主索鞍吊装施工 

 

杨泗港长江大桥（国博大道了立交——八坦立交）工程，截止 10月底，汉

阳岸 1号塔完成全部塔柱施工、上横梁施工、主索鞍吊装，汉阳锚碇完成全部填

芯混凝土施工及散索安安装；武昌 2号塔完成全部塔柱施工、上横梁施工、主索

鞍吊装，武昌锚碇完成全部填芯混凝土施工及散索鞍安装。汉阳岸引桥完成 58%，

武昌岸引桥完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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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领导活动 

集团公司金国发董事长检查项目建设工作 

 
10 月 25 日上午，集团公司金国发董事长查看了中山大道（崇仁路-汉江大道）

工程。金董事长查看了中山大道（崇仁路-汉江大道）段现状路面情况，了解了

前期工作进度。 

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汇报了该项目建设模式、资金渠道、审批程序，以及

与江汉四桥项目衔接等情况。 

城投项目部杨帆，道桥公司总工办龚成，中铁大桥院城建院院长王碧波等有

关人员参加了活动。 

 

集团林驰副总经理检查调度道桥建设项目 
10 月 29 日上午，集团林驰副总经理检查调度杨泗港大桥和墨水湖立交改造

项目,城投安保部梁玉萍部长、项目部余秉璋副部长、应急办李杰副主任，道桥

公司鲁有月董事长、梅建松副总经理，综合工作部，以及两个项目的负责人参加

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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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察看了两个项目建设现场后要求：一是要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两个项目工期都很紧，各项工作都很紧张，思想不能麻痹大意，要成立专业性的

安全督查队，加强现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苗头，立即彻底整改；二是要继续抓

好质量工作。要按照设计精度要求，切实抓好杨泗港大桥钢桁梁接接和焊接施工；

三是要确保工期。杨泗港大桥要按照军运会前完工目标，倒排工期，明确措施，

狠抓节点。杨泗港大桥桥面系由于涉及两个桥面，交叉作业多，工作量大，要提

前研究，做好预案；四是要就当前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项目公司要积极争

取系统上级单位的支持；五是墨水湖立交项目在确保安全前提下，要加快主线建

设进度，确保年底前 E、F 匝道主线顺利完工。 

 

集团朱斌总工程师检查杨泗港大桥安全生产工作 

 
9 月 20 日下午，集团朱斌总工程师检查了杨泗港大桥汉阳岸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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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工办吴斌主任，道桥公司何志明总工程师，工程技术部，BT、监理、施工，

以及管网公司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了活动。 

朱总查看了滑移栈桥搭设进展及主缆索夹到场情况，检查了现场安全生产工

作，并对节日期间安全工作提了三点：一是要利用有利天气抓紧施工，确保军运

会通车目标的顺利实现；二是要继续加强主桥高空作业安全防护，加强安全工人

教育交底；三是要认真做好钢桁梁架设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架梁施工高效顺利。 

 

※重大活动 

杨泗港大桥廉政阳光工程经验交流会召开   

 
9月7日上午，市城投集团公司在杨泗港大桥汉阳项目现场，开展廉政进项目

系列活动之杨泗港大桥廉政阳光工程经验交流会。市纪委执纪监督四室副主任张

波、市国资委纪检组组长刘新逸、城投集团公司纪委书记荣巩一行以及城投集团

公司所属各单位纪委书记、分管建设领导及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共计70余人参加

了此次活动。   

全体参会人员首先在杨泗港大桥项目会议室观看了杨泗港大桥宣传片，随后，

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汇报了杨泗港大桥实施廉政阳光工程情况，从杨泗港大桥

“廉政阳光工程”实践 、心得体会、困惑与思考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特别介绍

了杨泗港大桥实施廉政阳光工程紧扣一个目标、构建五大机制、把握八大环节，

突出五个重点的特色做法。 

会上，城投集团公司纪委书记荣巩充分肯定了道桥公司在实施廉政阳光工程

上所取得的成绩，认为道桥公司积累了一整套工程建设的经验，提高了风险预判

能力，加强了管理前置手段，做到了抓大放小，防微杜渐，很有针对性，值得学

习效仿。荣巩书记对城投集团公司下一步开展“廉政进项目”工作提出了要求：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工作责任感；二是要精准把握工作重点，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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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廉洁；三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有序开展；四是要强化责任担

当，着力提高工程管理水平。 

 
刘新逸组长对此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城投集团公司抓廉政建设实在

并富有成效，道桥公司实施廉政阳光工程有方有法，形成了制度体系。同时通过

列举招标、设计变更发生的腐败案例，提醒我们预防腐败还有很多环节防不胜防，

希望各单位相互学习、共同探讨，进一步探索，破解预防腐败难题。 

 

汤逊湖泵站工程建设现场推进会召开 

 
10 月 26 日下午，市城建重点办汪文兵副处长组织召开了汤逊湖泵站工程建

设现场推进会，洪山区建设局周波局长，城投项目部杨帆，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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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郭文增总经理、杨志祥副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张阳总助，武钢绿建张

向阳副总经理、大桥局七公司党委刘斐书记及各相关单位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一是参建各方要科学组织，合理安排，密切沟通，切实加快汤逊

湖泵站施工进度，确保 2019 年 4 月份汤逊湖泵站通水；二是要加快项目建设用

地征拆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同时密切与征拆主管部门沟通联系，确保项目征拆工

作顺利进行；三是要加快 PPP 项目公司组建进度，确保 11 月 10 日前完成项目公

司注册工作，同时加快武钢绿键与大桥局七公司关于汤逊湖泵施工框架协议签订

工作，确保 10 月 31 日前完成；四是尽快完善项目相关施工许可、报监手续，同

时加强项目安全及文明施工管理工作。 

 

杨泗港大桥桥面铺装方案讨论会召开 
10 月 23 日下午，集团林驰副总经理组织召开杨泗港大桥桥面铺装方案专题

讨论会，城投项目部陈勇部长、总工办，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

何志明总工，杨泗港大桥项目设计负责人、大桥院设计大师徐恭义，BT 公司、

路桥收费中心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杨泗港大桥桥面沥青铺装方案，从施工工艺、使用年限、维修管养

等方面，对国内及国际相关同类型桥梁桥面铺装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最后，林

总提了四点要求：一是各参建单位要统一认识，按照军运会“精致”项目建设要

求，齐心协力，把杨泗港大桥打造成精品工程、亮点工程；二是大桥桥面沥青铺

装方案由设计院充分研究后确定，要重点考虑现场施工工艺及后期管养维护因素；

三是 BT 公司要组织施工单位，抓紧编制桥面铺装施工方案，11 月份专题向城投

公司汇报；四是各参建单位要紧紧围绕 2019 年 9 月通车目标，倒排工作计划，

压实责任，通过保节点方式，确保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公司武昌片建设项目专家评审会召开 

 

    9月5日下午，市过江通道指挥部韩晖副指挥长组织召了杨泗港大桥与新武金

堤交叉施工组织方案专家评审会，市建委工程处、城投项目部杨帆、道桥公司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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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月董事长、何志明总工程师、梅建松副总经理，以及两个项目的 BT、设计、

审计、监理、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杨泗港大桥和新武金堤中段项目施工单位分别汇报了建设计划，以及

两个项目在八坦路路口交叉部位的施工组织方案。围绕交叉施工问题，与会专家

在详细了解两个项目的情况后，就施工组织方案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形成意见：

为确保军运会主要线路杨泗港大桥项目按期完工，八坦路口交叉施工采用杨泗港

优先施工方案。 

  会议同时还要求，为加快交叉部位的施工，两个项目要按照专家会评审意见，

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同时加强协调，无缝对接，确保交叉部位按时完工。 

 

※双月简讯 
    9月5日上午，郭文增总经理组织召开二七路至铁机路过长江通道武昌岸预埋

工程调度会，郭总要求:一是要加快工程报监手续和深基坑审查工作；二是要在

保证安全和质量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保证项目快速推进；三是要加强

基坑施工期间周边房屋监测；四是要做好基坑防护、施工用电等安全生产工作，

同时做好围挡封闭清洗、扬尘治理、裸土覆盖、土方外运等文明施工工作。  

9月14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现场调度墨北西和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项目,

鲁董事长要求：一是江汉六桥汉阳二期项目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精心组织，

一周内拆除仙女山立交 B1联匝道支架，10天内完成 L12钢结构吊装，然后抓紧腾

退场地，以便墨北西项目开展地面辅道施工；二是墨北西项目部要按照公司精细

化管理要求，高标准抓好仙女山立交区地面辅道施工；三是江汉六桥汉阳二期项

目部要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开展施工，尤其要借助墨北西已建成通道，抓紧高架

沥青摊铺；四是墨北西项目已转入地面辅道施工，涉及周边市民出行，要加强现

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注意清洁围档，及时清扫周边道路，加强洒水降尘作业；

五是要加快墨北西项目地面道路施工，10月底前完成地面辅道，11月底前完成人

行道，确保年内完工。 

9月20日上午，郭文增总经理带队对江汉四桥工程进行节前安全检查，郭总

要求：一是匝道钢箱梁支架基础要进一步整平，要注意高压线边吊梁安全；二是

中山大道地下通道基坑支护应加强监测；三是要加强现场文明施工，加快施工区

域场地清理；四是要继续加强精细化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五是要加强节日

期间值班管理，加强食堂卫生安全检查，确保平安。  

9月27日上午，郭文增总经理组织召开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项目调度会，会议要

求：一是要继续加强组织，确保 E、F 匝道钢箱梁架设及护栏、剪力钉等施工11

月中旬全部完成；二是声屏障施工单位要加强与交管部门对接，确保10月中旬完

成交通疏解手续办理；三是要加强质量管控，严格按图施工，将质量终身制落实

到位；四是要继续做好高空作业、围挡封闭等安全文明施工工作，确保项目施工

安全。  

9月26日、27日，鲁有月董事长检查了二七过江通道预埋和江汉七桥工程。

就二七过江通道预埋施工，鲁董事要求：一是现场要继续加强组织，确保国庆节

前完成一期基坑的土方开挖及外运工作；二是要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加大投入，

力争10月中旬完成一期基坑主体，10月20日前倒边施工二期基坑，12月20日前完

工，确保预埋工程与地铁盾构顺利进行；三是要继续做好基坑防护、围挡封闭、

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安全文明施工工作，同时加强门禁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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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施工现场，确保安全；在江汉七桥工地，鲁董事长要求:一是项目部要继续做

好材料供应商沟通工作，尽快完成0#、1#、3#墩墩身施工；二是项目部要从标准

化、信息化、精细化三个方面着手，着力将本项目打造成道桥项目建设管理的亮

点项目；三是汉阳侧要抓住当前有利气候，加快施工进度，多完成产值；四是汉

阳侧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继续大力加强安全文明管理和环保施工规划；五是要

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安排，项目公司、监理单位、项目部值班人员要按要履行

职责，确保安全。 

9月28日上午，市城建委工程处汪文兵副处长组织召开了新武金堤路汤逊湖

泵站改造工程节点工程协调推进会。市城建委计划处、市水务局堤防处、洪山区

建设局、洪山区审批所、洪山区堤防所、道桥公司郭文增总经理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求：一是要合理组织、科学安排，切实做好泵站开工准备工作；二是要加

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三是

PPP 项目公司筹备组要加快项目公司成立工作，尽快解决建设资金筹措问题。 

9月28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带队对杨泗港大桥汉阳岸进行了节前安全检查，

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继续做好汉新大道沿线围挡封闭和日常保洁，对工地周边

道路卫生要安排人员负责日常打扫；二是要加强对吊具等大型机械的检查，确保

作业安全；三是对汉新大道和鹦鹉大道局部因施工工序转换等原因拆除的围挡，

节前必须恢复，并做好封闭式施工管理工作；四是要按照试验段施工质量标准，

抓紧推进防撞护栏施工；五是国庆节期间，BT、监理和施工班子成员必须严格落

实坐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六是要加强节日期间的门禁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工地；七是要加强对食堂卫生管理工作，严防食物中毒。 

10月15日，郭文增总经理率队检查公司在建的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墨北

西、江汉四桥、新武金堤和杨泗港大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现场调度有关工作，

并分别提了要求。 

10月24日下午，鲁有月董事长带队检查调度了二七过江通道预埋工程和墨水

湖立交改造工程。就两个项目的建设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必须按照年度目

标要求，倒排工期，落实责任，紧盯节点，狠抓重点，确保目标；二是二七过江

通道预埋工程10月底前完成北坑回填，然后抓紧换边施工，12月15日前完成南坑

回填施工；三是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要增加现场施工作业人员，抓紧抓好现有作

业面的施工，11月底前完成除 G 匝道和誉天段的所有施工；四是墨水湖立交改

造工程要加强与相关村的对接，抓紧推进除誉天段的地面道路施工；五是就誉天

相关问题，要积极协调汉阳区和市指挥部帮助解决；六是要继续抓好现场安全文

明施工，加强围挡封闭式管理，加强现场巡查，确保安全。 

10月25日上午，郭文增总经理组织召开杨泗港大桥工程调度会，会议最后要

求：一是要细化全桥工期计划，深入研究，重点突破，确保完成军运会前通车目

标；二是计量计价及费用审核工作要加强管理，做到规范有序；三是要分析共性

问题，优化项目管理工作；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各断面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打造精

品工程、亮点工程。 

10月31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组织召开了杨泗港大桥管理用房工程调度会，

郭总要求:一是要按照道桥公司项目建设管理标准，精细化措施要求，进一步规

范现场建设管理工作；二是要加快手续报审工作进度；三是要按照与杨泗港大桥

同步完工要求，进一步细化施工计划；四是要进一步加强现场安全文明施工，严

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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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设 

第二党支部与中建科技公司开展党建经验交流活动 

 

10月25日下午，公司第二党支部与中建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开展党建经验交流

活动。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郭文增，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何志明，第二党支部书

记、副总经理梅建松；中建三局绿投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刘向

荣，中建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总经理田志雄，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肖阳等共计35名党员参与了此次交流活动。 

活动开始后，双方各自介绍了公司基本概况，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就此次

交党建交流活动，郭文增总经理表达了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利用此次活动夯实党

建基础，促进双方党建工作更加有效落实；二是希望深入了解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促进道桥公司的转型升级；三是“走出来”借鉴优秀企业的管理经验，促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 

交流活动后，公司党员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建科技阳逻 PC 厂项目。 

 

公司举办“道桥公司建设成就摄影展”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国庆节前夕，公司工会隆重举办“道桥公司建设成

就摄影展”，全面展示公司在桥梁、道路等工程建设项目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公司成立16年来，先后完成了天兴洲大桥、鹦鹉洲大桥、江汉六桥等12个项

目的建设任务，正在建设的有杨泗港大桥、江汉四桥、江汉七桥等项目，公司累

计完成投资415.5亿元，完成征地11322亩，拆迁265.2万平方米。 

公司从事道路桥梁建设16年来硕果累累。天兴洲大桥和鹦鹉洲大桥两座长江

大桥荣获全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鲁班奖”， 江汉六桥项目获得了“国

家优质工程奖”及“武汉十大最和谐工地”等称号；杨泗港大桥项目获得了“全

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武汉市十大魅力工地”称号；江汉四桥获得了“江

城文明工地”称号；墨水湖北路获得了“江城十大‘智慧工地’”称号。其它项

目荣获全国、省、市荣誉数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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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还分别被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状，6次被市政府

评为“重大项目建设立功（优秀）单位”，2015年来连续三年被市政府评为“安

全生产优秀单位”，7次被集团公司授予“年度目标工作特别贡献奖”。 

摄影展为公司工会历年来的传统活动，一直深受职工的喜爱和支持。本次摄

影展筹备近一个月时间，自收集、甄选、装裱到布展等全过程均得到职工的积极

拥护，共收到作品近百张，经过初步筛选，38幅作品入围参赛。这些作品均出自

公司职工之手，多角度展现了公司在项目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媒体采风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位于中国广

东省伶仃洋区域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 

港珠澳大桥于2009年12月15日动工建设； 2017年7月7日，港珠澳大桥主体

工程全线贯通； 2018年2月6日，港珠澳大桥主体完成验收，于同年9月28日起进

行粤港澳三地联合试运。  

港珠澳大桥东起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向西横跨伶仃洋海域

后连接珠海和澳门人工岛，止于珠海洪湾；桥隧全长55千米，其中主桥29.6千米、

香港口岸至珠澳口岸41.6千米；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速度100千米/

小时；工程项目总投资额1269亿元。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并

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大桥于同年10月24日上午9时正式通车；从此，驾车从香港

到珠海、澳门仅需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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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后的港珠澳大桥 

 

 

铁四院监理公司罗国耀总监 2016 年 8 月参观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时，兴致

勃勃的赋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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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本期撷选一组杨泗港大桥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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