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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3期                                           总第 33 期 

《道桥之窗》企业内刊 

※重大进展 

杨泗港长江大桥主桥沥青摊铺全部完成 

 
6月 27日上午，由道桥公司负责建设的杨泗港长江大桥主桥沥青摊铺全部完成，

标志着该项目已进入配套设施建设阶段。  

  杨泗港长江大桥全桥钢桥面沥青摊铺面积约为 78435 ㎡，相当于 11 个标准足球

场的面积，施工过程中面临工期紧、交叉施工、日作业量大等困难。为确保 1700

米长的桥面铺装一次成型，现场人员、设备不停歇，每次施工均完成正常 2天施工

2天的作业量，同时每次摊铺施工前对运输专用车辆进行清洗，避免轮胎对大桥桥

面造成污染。  

  该桥钢桥面沥青摊铺分浇筑式沥青混凝土和 SMA 面层（高弹改性沥青玛蹄脂碎

石混合料）两层，其中浇筑式沥青混凝土是一种新材料和新工艺，相比普通沥青混

凝土，它的温度要求更高，需在 220℃至 250℃下拌和铺装，现场无需碾压就能形成

高密度无空隙的沥青铺装层，具有水密性好、耐久性好、冲击性能好、柔韧性好等

优点。为保证沥青摊铺质量，建设单位先期施工前需先进行了铺装试验段铺装，试

验段检测结果优良。并进行技术总结后才开始进行大面积摊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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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浇筑式沥青混凝土摊铺前的准备工作于 2019 年 4 月 5 日启动，5月 24 日完成

了浇筑式沥青混凝土的施工，5 月 28 日完成了行车道钢桥面的 SMA 面层摊铺施工，

6月 23 日完成了汉阳接线引桥的沥青摊铺工作。预计 7月底完成武昌接线引桥沥青

摊铺，8月底完成正桥防撞护栏施工，并同步开展交通工程、路灯、亮化、桥梁健

康监测、地面辅道、绿化等施工。  

杨泗港长江大桥计划于 2019 年 9 月底通车。大桥建成后，将极大完善武汉城市

快速路骨架系统，缓解过江交通压力，带动新区发展，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重点新闻 

市城建局副局长向晖检查杨泗港大桥建设工作 

 
5 月 9 日上午，市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向晖检查了杨泗港大桥正桥浇注式沥青摊

铺施工情况。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总助张阳、前期部、工程部、BT、监理、项

目部、重庆智翔公司参加了检查。 

向副局长查看了沥青摊铺施工现场，了解了浇注式沥青施工安排以及质量控制

关键点，肯定了前一阶段取得的建设成果，同时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工期，保质

保量，高标准完成杨泗港大桥工程建设任务。要继续强化沥青摊铺质量控制，确保

品质。 

 

 

 

 

 



 4 / 23 
 

※集团公司领导活动 

集团董事长金国发检查杨泗港大桥建设进展 

 
6 月 18 日上午，集团董事长金国发检查了杨泗港长江大桥工程。集团项目部部

长陈勇,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总经理郭文增,中铁大桥局党委副书记黄支金、大

桥院党委书记田道明，以及 BT、武船、大桥监理、飞虹、铁四院监理等单位负责人

参加了活动。 

  杨泗港大桥是世界级工程，是 2019 年军运会重要保障线路，是万里长江上首座

双层公路大桥。大桥主跨 1700 米，创下世界同类型桥梁跨度之最。大桥科技含量高，

施工技术难度大。2016 年国庆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超级工程》栏目对杨泗港大桥

进行了专题报道。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也在此取景。 

  大桥建设过程中，道桥公司和各参建单位一起，精诚团结，积极协作，共同克

服了 2016 年长江洪水、两岸拆迁、管线迁改等一系列困难，攻克了 2#沉井穿透 10.8

米硬塑黏土层、深基坑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等技术难点，采用了超高高强混凝土泵送、

双线往复主缆牵引等新技术，提前实现了主梁合龙，为项目按时完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金董事长肯定了前一阶段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杨泗港大桥目前工期仍然很

紧，困难仍然很多，压力仍然很大。他要求，要再接再厉，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信

心，锁定完工目标，加强节点控制，克难攻坚，确保按期完工；要按照“精致武汉

建设年”要求，落实城投精细化管理举措，强化品牌意识，发扬工匠精神，着力将

杨泗港大桥打造成精品工程、亮点工程；要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确保项目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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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副总经理林驰检查杨泗港建设工作 

 
5 月 15 日上午，集团副总经理林驰检查了杨泗港大桥人行道栏杆及踏板试安装

情况，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总工程师何志明、BT、设计、监理、审计、武船等

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在正桥人行道栏杆及踏板安装现场，林总察看了安装效果，听取了道桥公司关于

人行道栏杆及踏板安装的汇报。就该处施工，林总要求：一是花板及踏板颜色要保

持一致，突出协调性；二是要抓紧安装，本周完成试验段验收。 

5 月 20 日上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林驰组织召开了杨泗港大桥人行道栏杆及踏

板首件验收会。集团应急办副主任李杰，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总工程师何志明，

城运公司、BT、设计、监理、武船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林总现场查看了试验段整体效果，听取了制造单位关于工艺特点的汇报。就人

行道栏杆和踏板施工，林总提了三点要求：一是目前试验段方案总体可行，要加快

制造进度，确保 5 月底完成模具制造，7月底全部成品运送到现场；二是设计院要

拟订验收标准，明确材料及制造安装标准要求；三是要进一步提高花板制作精度，

要严格控制打磨、烤漆和焊接质量，确保花板与栏杆的平顺美观。 

5 月 29 日上午，集团副总经理林驰带队检查了杨泗港大桥安全生产工作。林总

检查了正桥沥青铺装、人行道护栏施工、主塔塔吊拆除施工安全，听取了施工单位

关于现场安全工作的汇报。就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林总要求：一是安全生产工作要

常抓不懈，主要领导要坚持亲自抓，具体抓，要反复督促，反复检查，及时彻底消

除安全隐患；二是对人行道护栏安装、塔吊拆除和涂装等临边和高空作业，要按照

施工方案，落实安全措施，现场要加强巡查，对重点部位要安装专人值守；三是要

注意高温和大风降水天气对施工带来的影响，要加强施工人员的职业健康保护，确

保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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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李杰、道桥公司总工程师何志明，以及 BT、监理和施

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检查活动。 

集团总工程师朱斌检查杨泗港大桥正桥施工 

 
5 月 9 日上午，集团总工程师朱斌检查了杨泗港大桥正桥浇注式沥青摊铺施工

情况，集团总工办主任吴斌、道桥公司郭文增总经理、工程部、BT、监理、项目部、

重庆智翔公司参加了检查。 

  朱总现场察看了正桥沥青摊铺施工，听取了沥青铺装单位关于浇注式沥青施工

工艺的汇报，要求沥青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计要求，严格质量控制，加强检测，精

细施工，确保沥青摊铺品质。 

集团总工程师朱斌检查江汉七桥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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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7 日上午，集团总工程师朱斌带队对江汉七桥项目进行了月度安全隐患责

任网络体系检查，道桥公司总经理郭文增，江汉七桥项目公司和监理单位负责人参

加了检查活动。 

朱总检查了江汉七桥汉阳岸箱梁、脚手架、深基坑等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听取

了施工和监理单位关于项目防汛工作安排的汇报。就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朱总要

求：要继续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特别是要针对当前强降雨和高温频繁转换

气候，针对性抓好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同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要按照集团防内涝 

工作要求，落实防汛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加强演练，确保项目安全。  

集团副总经理盛华检查公司代建项目 

 
5 月 6 日下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盛华现场踏勘琴台大道（三环线—二环线)和

琴川大道（快活岭路—区界）两个项目，现场听取了两个项目的设计情况以及琴台

大道 PPP 推进情况、琴川大道的监理和施工招投标等开工前的准备情况。集团公司

项目部吴伟文部长、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设计单位参加了活动。 

 

※重大活动 

董事长鲁有月检查白沙洲片收尾和新开工项目 

5 月 17 日上午，董事长鲁有月组织召开了汤逊湖泵站节点工程现场推进会暨武

嘉高速至三环线联络线工程启动会，公司纪委书记高翔、副总经理梅建松、工程部、

安全部、投资部、前期部、总工办，中铁大桥局七公司董事长王吉连、副总经理王

武力，监理，以及两个项目项目公司、设计、审计、施工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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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前，鲁董事长检查了汤逊湖泵站节点工程收尾进展，查看了武嘉高速

至三环线联络线工程开工和大临设施建设点，现场听取了施工和监理单位开工计划

汇报。 

 
   就汤逊湖泵站节点工程收尾，鲁董事长要求：一是参建各方要密切联系，加强

与水务相关部门的沟通，确保汤逊湖泵站 5月 27 日完成联调联试；二是施工单位要

加快汤逊湖泵站节点工程闸室装修、护坡施工、电缆安装、防汛道路泥结碎石施工

及施工资料准备等工作，尽快完成工程收尾施工；三是要按照验收要求，梳理工作

清单，5月 19 日前完成所有验收资料准备工作。为加快武嘉高速至三环线联络线建

设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工程项目部要抓紧学习道桥公司项目管理要求，抓紧

完善组织机构，抓紧建纲建制；二是项目部要抓紧研究施工组织计划，结合现场特

点，确定开工点；三是项目部要按照城投要求，高标准建设大临设施和现场施工围

档；四是公司各业务部门要抓紧准备，近期召开第一次工地例会，现场推进设计、

前期、建设和安全交底；五是要尽快开展建设用地权调、管线摸排、既有道路移交

等工作；六是要按照争创省级奖项目标，齐心协力、高标准推进现场建设管理工作。 

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启动 

5 月 31 日下午，公司在江汉七桥项目部召开了 2019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动

员大会暨二季度安全教育培训。董事长鲁有月、总经理郭文增、副总经理梅建松，

安全保卫部、工程技术部，各项目公司、监理部、项目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会议部署了道桥公司 2019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今年是全国第 18 个“安

全生产月”，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围

绕主题，公司要求各项目落实方案中明确的“八个一”要求，即开展一次全员安全

生产主题宣讲活动、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形势专题研究会、观看一部安全教育警示片、

开展一次全员安全体验活动、每周开展一次全人员全项目全时段安全隐患大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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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次第三方专家安全检查、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参观一次智慧工

地。 

 
  会议同时要求：一是各项目要认真梳理自身施工环节安全隐患和重点部位，落

实好危险源辨识工作，从源头上抓好安全管理各项措施，防患于未然；二是各项目

参建单位要把好安全技术关，对各项危大工程和重点部位要按要求编制专项安全方

案和组织专家论证，从技术上给予指导，监理单位要做好监管和审批，技术把关决

不放松；三是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要真抓实干，对安全专项方案要认真落实。

要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着重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确保人员和项目平安。 

  动员会后，公司按照“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开展了《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

例分析和相关法律规范要求》的安全教育培训。本次培训对近期全国各类典型安全

事故进行了分析，强调安全事故的原因中人祸大于天灾，要求各参建单位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六大要点”和“十句硬话”，在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落实“安全第一”的要求，克服麻痹思想，压实安全责任，实现项目施工安全。 

公司组织开展全员内保消防演练 

按照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和消防应急预案，6 月 14 日下午，公司邀请

江岸区岔马路消防中队在办公区域内开展了内保消防培训和演练，全体员工参加了

活动。 

活动开始前，全体员工观看了安全教育警示片《生命的红线》，然后消防教官讲

解了日常消防知识及急救技能。演练开始后，办公区域内“突然”浓烟弥漫，正在

会议室的全体员工听到警报声后，在消防教官和各个救援小组的指挥下，有条不紊

的从安全通道撤离“火灾现场”，平安到达安全区域。同时，“滞留”三楼的逃生

人员，借助消防云梯，完成了高空救援逃生演练。本次演练，消防教员还现场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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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灭火器、消防水带和消防栓等消防器材的使用和初期火灾的应对程序，干部员工

踊跃体验。演练最后，岔马路消防中队宋指导员做了演练讲评。 

 

 

  通过本次演练，有效强化了公司全体员工日常消防和应急自救知识，进一步提

升了职工对初期火灾应对处置能力。 

江汉七桥项目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救援演练 

6 月 24 日下午，按照《道桥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要求，为不断

提高公司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素质和安全意识，提高应对各类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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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能力，道桥公司和江汉七桥 PPP 公司联合组织开展了水上救援和支架坍塌应

急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着重针对当前江汉七桥高空作业多、水上作业多、支架搭设多等特

点，选取安全风险突出的落水和支架坍塌作为重点演练课题。本次演练邀请了武

汉市海事局、汉阳区建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合作单位共同参与。 

  这次演练分为两大环节，分别以水上应急救援和支架垮塌事故为蓝本，模拟

了事故发生、应急救援、伤者急救、演练总结等四个环节。PPP 公司和项目部主

要领导亲自参与，参演人员认真对待，按照实战标准进行演练。 

  水上救援演练最后，汉阳区建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现场对淹溺急

救知识进行讲解，现场演示了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等溺水急救措施实施方法。通

过演练，有效提升了各级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对安全事故应对和处

理能力，达到了演练目的。 

 

※防汛排渍 

精心部署 闻汛而动 一线指挥 

——道桥公司全员应对强降雨防汛排渍工作 

 

鲁有月董事长深夜检查墨北西和江汉六桥二期高架桥排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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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增总经理检查汤逊湖泵站防汛应急工作 

 

梅建松副总经理组织项目部投入 7 台应急泵,帮助项目周边的兴隆和建国社区抽排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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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总经理助理巡查项目周边社区渍水抽排进展 

5 月下旬以来，武汉遭遇入夏以来的最强降雨。为妥善应对防汛排渍工作，公

司按照防汛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了防汛排渍工作分工，按照主要领导坐镇值班调

度，分管领导全部赶赴一线指挥，重点隐患部位安排部门负责人专门盯守，各项目

业主代表全部上岗，迅速投入到防汛排渍工作之中。 

  5 月 25 日，公司两度传达了集团防汛紧急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各在建工地一是

主要领导立即开始防汛值班，二是对项目周边排水管网进一步疏通，三是做好工地

安全保护工作，四是检查防汛排渍物资设备；五是对汤逊湖泵站、江汉四桥梅子山

地下通道、墨北西地面道路等防汛排渍重点部位开始现场值守。本轮强降雨，公司

共投入防汛排渍人员三百余人次，沙袋 1000 余个，挖机 4台，运输车辆 2台，铁锹

50 把，排水泵 39 台，发电机 11 台。5月 26 日晚 22 时左右，鉴于雨量加大，正在

值班的董事长鲁有月立即赶到公司防汛重点部位，检查指挥防汛排渍工作。经过全

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公司所有在建项目无明显渍水。 

董事长鲁有月检查项目排渍情况 

6 月 20 日深夜至 21日早上，武汉连降大雨。21 日一大早，董事长鲁有月立即

奔赴渍水隐患重点部位——江汉四桥的硚口侧、墨水湖北路西段和江汉六桥汉阳接

线二期等项目，现场察看项目渍水情况，并组织施工单位按照防汛排渍应急预案，

加强巡查，发现渍水，立即处置。副总经理梅建松，相关项目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鲁董事长仔细查看了中山大道改造工程、墨北西靠龙阳湖部位、江汉六桥汉阳

接线二期中建三局施工段，听取了各单位关于现场应急准备的汇报，查看了抽排设

施、泵站建设、现场应急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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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排渍工作，董事长要求：一是各项目要继续加强现场巡查，密切关注路面滞

水情况，发现滞水及时处理；二是各项目对地下管线走向要进一步梳理、摸排，对

排水管沟要进一步疏通，做到应急排渍有的放矢；三是要针对本次强降雨现场情况，

按需准备充足的抽排设备和相关应急物资，确保现场需要。 

  鲁董事长同时还对中山大道人行道、地下人行通道地上部分、蟠龙路区域绿化、

沥青摊铺等工作提了要求。 

 

※双月简讯 
  5 月 16 日上午，董事长鲁有月检查了江汉四桥、墨北西和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

期收尾施工，副总经理梅建松、工程技术部、安全保卫部，BT（PPP）和监理单位负

责人参加了活动。 

   鲁董事长检查了江汉四桥中山大道地下人行通道及路面、墨北西玉龙路段排水

管、绿化、人行道，以及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沥青铺装等施工，听取了各参建单

位关于项目建设进展和下步施工安排的汇报，就三个项目的建设工作，鲁董事长要

求：一是要按照前一阶段公司下达的“5.30”“6.30”节点计划，倒排工期，加强

调度，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二是要按照军运会保障线路建设要求，落实道桥公

司精细化管理要求，重点做好人行道、窨井盖、花坛、站卧石等细部工程收尾；三

是要切实重视安全文明工作，江汉四桥要加强现场用电安全管理。墨北西对深基坑

部位要加强安全监控，按照设计要求抓紧开展护坡处理施工，消除安全隐患。江汉

六桥汉阳接线二期要加强施工区域门禁管理，禁止非施工车辆和人员进入；四是要

按照防内涝会议精神，抓紧组织对项目周边管网进行疏通，消除渍水隐患。 

6月 10日上午，总经理郭文增检查了公司三个收尾项目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

墨北西和江汉四桥进展。副总经理梅建松，项目公司、监理和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

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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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总检查了三个收尾项目施工现场，现场听取了各项目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

就项目收尾施工，郭总提了三点要求：一是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要增加人行道步

砖铺设和绿化种植施工人员，同时组织好交通、路灯等进场安装；二是墨北西要加

快玉龙路到蟠龙路间排水系统埋设、回填、垫层施工；三是江汉四桥围绕完工目标，

梳理任务清单，分解责任，加快推进，同步加快施工场地内建筑垃圾清运整理。郭

总同时还对三个项目的精细化施工和安全文明等工作提了要求。 

6 月 11 日下午，总经理郭文增在江汉四桥项目部会议室组织召开了项目收尾调

度会，副总经理杨志祥，工程部，投资部，BT公司、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跟踪审

计单位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施工单位关于建设进展的汇报，详细研究了工程节点计划并部署安

排下步工作。会议最后，郭总提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按照会议确定的完工目标，倒

排工期，落实责任，加大力量，快速推进，确保按期完工；二是要按照三季度完成

工程竣工验收及接管、竣工资料收集归档等目标，推进各项工作；三是要加快工程

结算相关工作，力争年内完成工程结算；四是继续做好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要加强

安全巡查，对周边道路要加强清扫和洒水作业。 

6 月 13 日上午，董事长鲁有月检查了墨水湖北路西段和江汉四桥收尾进展。副

总经理杨志祥，两个项目的施工和监理负责人参加了检查活动。 

  鲁董事长先后检查了玉龙路段水泵安装、地面道路施工、绿化，以及江汉四桥

中山大道铣刨作业、人行道步砖、站卧石等施工进展，听取了两个单位关于项目施

工安排的汇报。就两个项目的建设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按照调度会要求，

围绕完工目标，加强调度，确保按时完工。江汉四桥要增加人行道破拆设备和施工

人员，加强力量，加快建设进度；二是要按照军运会保障线路和道桥公司精细化管

理要求，继续加强对收尾细部工程的管控，确实把精细化理念贯穿收尾全过程；三

是要继续加强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加强对路面清扫和洒

水作业，同时按照防内涝工作部署，落实人员和设备，切实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工作。 

6 月 24 日下午，道桥公司郭文增总经理召开新武金堤路中段调度会。会议听取

了各参建单位关于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下步计划的汇报，郭总就下步工作提出要求：

一是各单位要紧盯完工目标，高度重视现场进度推进工作，7月 20 日现场工作大头

朝下，各单位项目负责人每周调度一次，总包单位负责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高效

合理组织，确保进度计划有效推进；二是加快推进相关结算工作办理，逐项清理，

专人负责；三是要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工作，现场环境整治到位，尤其是渣土清运、

裸土覆盖、洒水降尘工作。 

道桥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祥、梅建松,公司总工办、投资部、前期部、工程部及施

工、监理、审计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6 月 26 日下午，道桥公司郭文增总经理检查了杨泗港大桥汉阳岸地面道路施工

进展情况。郭总全线检查了汉新大道、鹦鹉大道、规划路等地面道路及配套绿化施

工进展，听取了施工单位关于项目施工安排的汇报，郭总要求：一是要细致倒排施

工计划，既定节点切实落实到位；二是第一项目部要加紧清理移交绿化施工场地，

绿化施工单位力争早日完成种植；三是做好路基处理，确保道路施工质量。监理、

第一项目部、绿化项目部负责人参加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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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设 

公司组织员工参观“智慧工地” 

 
6 月 19 日上午，按照《道桥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为进一步提高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队伍素质和安全意识，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祥率安全保卫部、工程技

术部全体人员，以及江汉七桥和武嘉高速项目施工监理负责人等参观了青山滨江商

务启动区“智慧工地”。 

  本次活动，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广联达公司关于“智慧工地”基本情况介绍，

以及该项目应用现状。然后参观了项目现场劳务+人脸识别、环境监测、办公区智慧

监控、智能体验馆、安全体验区、生活区智能水控、现场质量安全管理、进度管理、

BIM 协同管理、智慧工地平台、塔吊监测等多项内容。参观最后，公司就代建项目

建设“智慧工地”可行性与广联达公司进行了深入交流。 

公司组织员工参加安全体验活动 

根据《道桥公司“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要求，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职工安全

素质和安全意识，帮助公司职工进一步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原因，亲身体验安全事故模拟过程，加强事故应对能力，6月 27 日下午，公司组

织员工赴江汉七桥汉阳侧参加安全体验活动。 

江汉七桥汉阳侧共建有规范用电、消防灭火、安全帽打击、高空坠落、安全带

高空坠落、人体平衡、安全事故 VR 等十多项安全模拟体验，对公司在建项目安全生

产工作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体验前，汉阳市政安全工作人员向大家逐项讲解了模拟

内容，以及现场安全工作需要注意防范的要领。讲解结束后，员工兴致勃勃地参加

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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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活动 

党委书记鲁有月讲廉政党课 

 
5 月 24 日上午，根据公司“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安排，党

委书记、董事长鲁有月同志为公司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而富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廉

政专题党课。 

  在讲解剖析完 9个案例后，鲁有月同志结合公司实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醒

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增强政治自觉，把握“三本账”（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

头悬“四把剑”（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党内法规），学好“五

个法规”（党章、监察法、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党内监督条例），

自觉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不触碰红线。二是在管理上与时俱进，积极完善公

司各项制度，尤其是财务、招标管理、车辆管理、办文审核、合同管理等制度；进

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和标准管理，在公司征地拆迁、设计精细化、工程变更方面再

下功夫。三是继续全力推进廉政阳光工程，确保干部成长安全、工程建设安全，用

优异成绩向军运会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道桥公司开展“党建进工地、廉政入一线” 活动 

5 月 29 日下午，根据公司“第二十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安排，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翔、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志祥带领公司党员到军运会

重点保障项目—杨泗港大桥开展了“党建进工地、廉政入一线” 活动。 

公司党员参观了杨泗港大桥武昌岸项目施工现场，听取了中铁大桥局一公司杨

泗港大桥项目部有关人员介绍项目建设情况、讲解杨泗港大桥采用的先进沥青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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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了解了公司业主代表在项目现场的工作态度和廉政作风，并与杨泗港大桥项

目部党支部负责同志就如何做好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交流。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翔对杨泗港大桥项目部一边抓项目工程建设，一边抓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号召公司党员继续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时

刻筑牢思想防线，多深入一线，学习现场施工人员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勇挑重担，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军运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道桥公司与谌家矶社区联合开展共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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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上午，道桥公司与共建社区－－谌家矶社区联合开展了“迎军运 绿

色新城我先行”活动。活动邀请社区居民代表表演了以环保为主题的文艺节目，向

全体社区居民分发环保倡议书，广泛宣传废旧电池的危害，并专门设立了“废旧电

池置换绿植”环节。通过宣传环保知识、倡导环保理念、赠送环保用品等方式，引

导社区居民自觉养成健康、文明、节约、环保的生活方式。 

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高翔同志，工会副主席、党委工作部部

长张建平同志参加了活动，并带头收集废旧电池置换绿色植物。 

 

※媒体采风 
    ★“杨泗港大桥北岸引桥主体结构贯通”（5 月 9 日《楚天都市报》第 03

版） 

    ★“武汉南大门将增一条快速通道”（5月 9日《楚天都市报》第 03 版） 

    ★“座座立交桥高架桥跨江桥 如条条飞虹织起城市动脉 大武汉交通从平面走向立体”

（5月 14 日《楚天都市报》第 A03） 

★“武汉十一座长江大桥桥面宽度”（5月 17 日《长江日报》第 5版、《武

汉晚报》第 05 版） 

★“中国桥的步子越迈越大  主跨 128 米到 1700 米一跨过江”（5月 24 日《长

江日报》第 2版） 

★“杨泗港长江大桥是 2.5 环？武汉各环线的跨江通道是这样的”（6月 10

日《武汉晚报》第 08 版） 

★“杨泗港长江大桥主桥沥青摊铺完成”（6 月 28 日《长江日报》第 9版） 

★“武汉第 10 座长江大桥再次刷新世界最大跨度 中国桥梁缘何成为靓丽的

‘国家名片’？”(6月 11 日《长江日报》第 17 版) 

★“主桥沥青摊铺完成  杨泗港长江大桥计划 9月底通车”（6月 28 日《武

汉晚报》第 02 版） 

★墨水湖北路（孟家铺立交-龙阳大道）工程被评为“湖北省建筑结构优质工程”；

★杨泗港长江大桥（国博大道立交至八坦立交）和江汉六桥汉阳岸接线（汉阳 

大道至龙阳湖北路）工程被评为“湖北省安全文明施工现场（楚天杯）”； 

★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被评为“武汉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示范项目（黄鹤 

杯）” 

 

※作品欣赏 

本期主题介绍大上海。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

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北、西

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早在宋代就有了“上海”之名，1843 年后上海成为对外

开放的商埠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https://baike.so.com/doc/1475840-15606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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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集由 财务部  彭念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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