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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桥之窗》企业内刊 

 

※重大进展 

杨泗港长江大桥首片钢桁梁架设成功 

 

     11 月 15 日 15 时 18 分，随着两台缆载吊机将长 36 米、宽 32.5 米、高 10

米，重约 1004 吨的整节段钢桁梁提升到距离江面 60 米的位置，武汉杨泗港长江

大桥主跨首个整节钢梁架设成功，这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双层公路悬索桥建设取

得突破性进展。 

  由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杨泗港长江大桥是武

汉市长江上的第十座长江大桥，位于鹦鹉洲大桥上游 3.2 公里、白沙洲大桥下游

2.8 公里处。该工程北起汉阳国博立交，沿汉新大道，跨过鹦鹉大道和滨江大道，

跨越长江后过长江路和新武金堤路止于八坦立交，全长约 4.13 公里。杨泗港长

江大桥主桥采用单跨 1700 米双层钢桁梁悬索桥，大桥按城-A 级荷载标准建设，

上层桥设计车速为 80 公里/小时，桥面设双向六车道，两侧设置观光人行道；下

层桥设计车速为 60 公里/小时，桥面设双向六车道，两侧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工程于 2015 年开工建设。 

  按照设计，杨泗港大桥钢桁梁吊装由缆载吊机完成，每台缆载吊机自重达

300 吨，额定荷载 900 吨，全桥共 4台，每 2 台一组，同时工作从跨中向两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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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起吊、架设钢桁梁。为确保缆载吊机的安全性，本次起吊前上了“双保险”。

首先完成了空载运行试验，对缆载吊机系统运行是否顺畅、吊装指挥是否流畅、

各配件组装是否正确、钢丝绳走线是否合理进行了充分验证。其次，在汉阳岸江

边进行了模拟吊装，将运输船上的钢梁提升至离开甲板 1米左右，持荷检查起重

系统各部位强度是否满足要求，并测量主缆拉力是否正常，在经过 5天的调试和

总结后正式开始吊装工作。针对试验过程中发现的通过索夹困难导致走行速度偏

慢的问题，城投公司积极组织各方专题研究，分析设备工况，制订紧急处理措施，

妥善攻克了技术难题。 

  杨泗港大桥共 49 片钢桁梁，全部在工厂完成节段拼装。为确保钢桁梁拼装

精度，钢桁梁完成制造并在工厂进行了预拼装，然后经船舶水运至指定位置进行

吊装作业。 

按照计划，钢桁梁架设 12 月中旬全部完成。 

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 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钢梁合龙 

 

长江主轴上的超级工程 

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桥 

世界最大跨度双层公路悬索桥 

  …… 

“桥梁博物馆”武汉又添城市新名片 

    今天（29 日）上午 11 时 16 分，随着汉阳侧最后一片端梁精调到位，线形

符合设计标准，由武汉城投集团建设、中铁大桥院设计、中铁大桥局施工的武汉

杨泗港长江大桥主跨钢梁正式合龙，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双层公路悬索桥主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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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工。 

    武汉市城投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是长江上首座双

层公路大桥，西接汉阳国博立交，东连武昌八坦立交，链接武汉三镇中汉阳与武

昌。大桥主跨 1700 米，一步跨越长江，上层为城市快速路，双向 6 车道，设计

行车时速 80 公里；下层为城市主干道，双向 6车道，设计行车时速 60 公里，两

侧设非机动车道及人行观光道。 

    杨泗港长江大桥进行了独特的景观设计，建成之后将成为武汉市的城市新名

片，丰富了武汉作为一个“桥梁博物馆”的内涵。作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保

障线路之一，2019 年建成通车后，杨泗港长江大桥将为军运会的顺利进行提供

重要交通保障。作为长江主轴上的超级工程，大桥还将完善城市快速路骨架系统，

缓解过江交通压力，促进城市均衡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建设中有这些难点 

    吊起千吨重物—— 

    杨泗港大桥所用的标准梁段长 36 米，宽 32.5 米，高 10 米，每节段重达 1050

吨，相当于约 200 头成年大象的重量。为吊起这样的千吨重物，中铁大桥局使用

两台起重能力达 900 吨的缆载吊机，采用四点起吊的方式并控制吊机同步性，确

保吊装过程的平稳性。 

    桥梁线形控制—— 

据中铁大桥局副总工程师李兴华介绍，线形控制是本次施工控制的关键点。传统

施工中，钢梁之间采用临时性钢构件进行临时匹配连接，精度较低，通常吊梁结

束后还需对梁段间的接缝、中线等进行二次调整以确保桥梁线形。 

    建设团队在本次钢梁架设过程中，对钢梁的位移和提升拉力进行了监测，并

实时进行调整，同时将临时连接构件的精度控制在 2毫米以内，保证大桥钢梁吊

装后的成桥线形。 

保证架设进度— 

杨泗港大桥于 11月 15 日完成首片钢梁架设，仅用短短 36天时间，49片“千

吨级”钢梁已经全部架设完成。为保证架设进度，施工现场共配置了 4条运输船

往返运输，在武汉海事局、长江武汉航道局大力支持下，确保全桥范围内每天有

2片钢梁能够到场进行梁段吊装任务。                    

 （文来自湖北新闻网） 

江城大道（梅子山通道南-墨水湖大桥南）整治提升工程开工 
12 月 28 日，军运会重要保障线路江城大道（梅子山通道南-墨水湖大桥南）

工程正式开工。 

江城大道工程北起梅子山通道南，南止墨水湖大桥南，全长 2.86 千米，概

算总投资 2300 万元。全线为城市快速路，主线高架设计车速 60 千米/小时，地

面辅道 40 千米/小时。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及附属设施、交通设施、照明

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整治提升。 

作为军运会重要保障线路的组成部分，江城大道工程对提升武汉军运会保障

水平，展示武汉城市形象，扩大武汉国际影响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改善居民

出行环境和生活环境，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完工

    12 月 31 日，军运会重点保障线路

改造工程 E、F匝道 1完工

    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位于二环线交通大动脉与进出汉阳主城区的江城大道

交叉部位，周边车辆人流密集

大桥至三环线方向的左转匝道

线方向的右转匝道，全长

    E、F 匝道建成通车后

面道路进行左转后再上二环线高架桥外

交功能将进一步优化，使二环线在墨水湖立交节点处与各方向的交通联系更加便

捷和高效。 

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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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完工，具备通车条件

 
军运会重点保障线路、由城投投资公司负责建设的墨水湖立交

完工，具备通车条件。 

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位于二环线交通大动脉与进出汉阳主城区的江城大道

周边车辆人流密集，地下管线复杂。本次通车的 E匝道为新增鹦鹉洲

大桥至三环线方向的左转匝道，全长 1030 米，F匝道为新增墨水湖

全长 125 米，设计车速均为 40 公里／小时。

匝道建成通车后，除三环线方向至墨水湖北路方向的左转仍需通过地

面道路进行左转后再上二环线高架桥外，其余各方向道路均能实现快速转换

使二环线在墨水湖立交节点处与各方向的交通联系更加便

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汉阳大道－龙阳湖北路)工程主体结构完工

条件 

 
由城投投资公司负责建设的墨水湖立交

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位于二环线交通大动脉与进出汉阳主城区的江城大道

匝道为新增鹦鹉洲

匝道为新增墨水湖北路至三环

。 

除三环线方向至墨水湖北路方向的左转仍需通过地

其余各方向道路均能实现快速转换，立

使二环线在墨水湖立交节点处与各方向的交通联系更加便

工程主体结构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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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汉阳大道－龙阳湖北路)工程主体结构

完工。 

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工程是武汉市首个 PPP 市政高架桥梁项目。由城投道

桥公司负责建设、中建三局和武燃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工程呈南北走向，北起汉

阳大道，与先期完成建设的一期工程地面段主线顺接，在汉阳大道之前起桥，向

南依次上跨汉阳大道、规划山北路、墨水湖北路地面层，并最终顺接规划龙阳湖

东路龙阳湖桥，全长 1316 米。 

项目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采用主线高架+地面辅道建设模式，主车道设

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地面辅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项目终点位置高架层与

墨水湖北路高架相交设置仙女山立交。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江汉六桥的过江能力。 

 

※集团公司领导活动 

集团金国发董事长检查杨泗港大桥建设工作 

 
12 月 20 日上午，集团金国发董事长检查了杨泗港大桥建设工作，集团林驰

副总经理、项目部陈勇部长，道桥公司领导鲁有月、郭文增、何志明、杨志祥，

以及项目施工监理等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金董事长查看了正桥钢桁梁架设和汉阳引桥施工进展，肯定了吊装施工进

度，就项目下步建设工作，金董事长提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按照军运会前完工总

目标，倒排工期，统筹计划，扎实推进，确保按期完工；二是要继续加强现场调

度，按照军运会极致线路建设要求，落实集团公司精细化施工管理举措，高标准

推进两岸引桥地面辅道及园林绿化等施工；三是要继续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要继续做好高空和水面作业安全防护工作，确保平安；四是要做好重大节点的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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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报道工作。 

集团公司李兵总经理检查道桥公司建设项目 

   12 月 18 日下午，集团公司李兵总经理带队检查了江汉七桥和杨泗港大桥建

设进展。项目部陈勇部长、总工办江涛副主任，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

总经理、何志明总工程师、梅建松副总经理，以及两个项目的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李总先后检查了两个项目工地施工现场，听取了道桥公司关于江汉七桥项目

融资、渗滤液池建设方案报批和杨泗港大桥钢桁梁架设、两岸引桥建设进展，以

及 2019 年两个项目建设计划安排。 

 
  李总肯定了两个项目的文明施工做法，同时就两个项目的下步工作提了三点

要求：一是要抓紧拟订 2019 年建设计划，杨泗港大桥要按照军运会项目建设要

求，倒排工期，科学调度，压实责任，按时完工。江汉七桥要抓紧突破两岸管迁

工作，为明年快速建设铺平道路；二是杨泗港大桥项目要加快启动推进绿化建设

工作，要注意桥上桥下环境形象和谐。江汉七桥要以打造成市政施工标杆工地目

标，继续提升管理水平；三是要继续抓好现场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责任，加强检查，确保平安。 

杨泗港大桥调度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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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杨泗港长江大桥总体工期目标，11 月 8 日上午，杨泗港大桥建设调

度会在汉阳岸项目部会议室召开。市过江通道指挥部副指挥长韩晖，集团公司林

驰副总经理、项目部陈勇部长，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及分管副

总，中铁大桥局黄支金副书记，BT、设计、审计、监理、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 BT 公司关于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了工期形势，研究

了重难点问题，制订了措施，并对下步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会议要求：一是思

想上要高度重视，从现在起各参建方要全面进入冲刺状态，各重要节点必须明确

责任人，压实责任，通过保节点方式，确保工期目标；二是工期要进一步研究。

考虑到军运会前全市各方面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因此工期要留足余量，两岸引

桥施工进度要加快，特别是汉阳岸引桥要加大人力和设备的投入，把滞后进度赶

上来。三是要充分研究钢桁梁施工，将运输、吊装、涂装等环节统筹考虑。钢桁

梁焊接要充分考虑冬春季节因素，要早作准备，确保工期要求和焊接质量；四是

要进一步研究桥面沥青铺装工作，要根据摊铺时的温度、湿度等施工环境制定保

护措施，要确保使用效果及耐久性达到设计要求；五是要重视环保工作，钢桁梁

焊接及涂装要采取针对性环保措施，尽最大努力降低对环境影响；六是要继续高

度重视安全工作，要组建安全督查专班，充分发挥监管作用，确保平安。 

集团林驰副总检查雨雪冰冻防范工作 

 

    12 月 8 日上午，市城投集团公司林驰副总经理对公司江汉七桥、杨泗港大

桥项目开展隐患网络责任体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工作专项检查，城投应急办

李杰副主任，道桥公司领导鲁有月长、郭文增、梅建松，以及安全部、工程部、

项目公司、监理和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迎检。 

检查组听取了道桥公司和各参建单位关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工作部署情况

及现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应急方案、物资储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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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肯定了各单位对雨雪冰冻防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落实好

极端天气下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年度安全目标的达成；二是要继续加强质量管控，

尤其是极端天气下施工成品和半成品的保护，确保工程品质；三是要提前做好极

端恶劣天气下后勤保障工作，做到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四是要按照集团公司

雨雪冰冻防范工作要求，实施 24 小时值班制度，值班领导必须随时在岗，必须

确保通讯畅通。 

集团林驰副总经理检查汤逊湖泵站改造工程建设工作 

 
12 月 20 日上午，集团林驰副总经理检查了汤逊湖泵站改造工程建设进展，

项目部陈勇部长，道桥公司董事长鲁有月、杨志祥副总经理，以及施工监理等单

位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林总现场查看了基坑开挖施工，听取了道桥公司关于项目建设工期安排的汇

报，肯定了现场进展。检查最后，林总要求：一是要按照 2019 年汛期前通水目

标，倒排工期，科学调度，确保目标的落实；二是要提前做好春节施工预案，尊

重农民工合理要求，合理安排春节期间的建设计划；三是要继续做好土方开挖和

堤防安全保护工作，确保平安。 

集团林驰副总经理检查江汉七桥安全生产工作 

12月 27日上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林驰对道桥公司江汉七桥项目开展了“元

旦”节前安全检查。城投项目部，道桥公司鲁有月董事长、梅建松副总经理，以

及 PPP 公司、施工和监理单位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林总现场仔细查看了汉阳岸主墩承台施工进展，认真听取了道桥公司鲁有月

董事长关于现场安全管控及低温天气应对准备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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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要求：一是要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加强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

切实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二是要结合现场实际，重点做好起重吊装、临边防护、

消防应急、混凝土浇筑及水上作业等安全管控，特别针对近期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做好各项防冻保暖措施；三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生活区的检查，严禁使用大功率电

器，确保安全稳定。 

集团盛华副总检查汤逊湖泵站改造工程 

12 月 27 日上午，市城投公司盛华副总经理检查了新武金堤路南段汤逊湖泵

站改造工程。城投项目部副部长吴伟文、余秉璋，道桥公司郭文增总经理、梅建

松副总经理、工程部、安全部及 PPP 项目公司、施工项目部、监理单位等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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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总在改造现场检查了施工进展，听取了道桥公司关于施工计划的汇报，肯

定了工程建设取得的进展，对下步工作，盛总提了三点要求：一是要科学组织，

合理安排，紧盯目标，确保汤逊湖泵站在 2019 年长江汛期前达到通水要求；二

是施工过程中要做好地基加固、混凝土流道、大堤填筑等重要结构部位及工序的

质量控制工作，确保工程质量；三是要抓好冬季安全文明施工，确保平安。 

※重大活动 

    公司传达集团公司生态环保工作会议精神 

 

为落实集团公司 11 月 7 日上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精神，

11 月 7 日下午，道桥公司在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现场会议室，组织召开会议，

学习传达全市和市城投公司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会议精神，并

部署相关工作。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张阳部助，以

及各项目 BT（PPP）、施工和监理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了市政府和市集团公司关于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会议精神，然后结合公司在建项目特点，部署了迎接环保督察“回头看”相

关工作。会议指出，各项目要切实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迎检机制，尤其

注重湖泊水体周边项目及投诉较多的项目。会议要求：一是道桥公司及各项目要

认真学习和深入贯彻集团公司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紧急会议精神，思想上要

高度重视，切实按照会议要求，成立专班，抓紧传达及布置工作，进一步压实督

查主体责任；二是要抓紧组织落实现场迎检条件，尤其要注意围挡标准化、场内

主要道路全硬化、裸露场地覆盖化、降尘处理日常化；三是加强现场门禁管理工

作，同时充分准备好环保督查现场检查的接待工作；四是加大与市、区主管部门

及集团公司对接力度，确保信息通畅。 

      公司专题调度墨水湖立交改造项目 

11月 7日下午，公司在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项目部会议室召开现场调度会，

围绕该项目工期目标再研究，再部署，再上措施。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经理、

梅建松副总经理、张阳总助，总工办、投资计划部、工程技术部及跟踪审计、设

计、施工、监理、检测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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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听取了施工单位关于工程建设进展、下步计划，以及当前存在问题的汇

报。针对重难点问题，会议逐一研究，细化措施，明确时间要求。会议最后，鲁

有月董事长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各参建单位要努力克服阴雨天气等不利因素，确

保 E、F 匝道 12 月底顺利完工；二是要按照武汉军运会整治线路极致建设标准，

落实公司精细化管理措施，尤其要注意到边到角和细部施工；三是要进一步加强

项目高空作业、临边防护等风险管控，确保项目施工安全。 

          公司专题调度汉阳西片项目建设工作 

 

为加快汉阳西片区工程建设，11 月 21 日下午，公司专题调度汉阳西片的江

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和墨水湖北路西段高架两个项目。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

经理、杨志祥副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以及工程部、总工办、投资部，两个

项目的项目公司、设计、审计、监理、施工单位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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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分别听取了两个项目公司关于各自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分析了工期形

势，围绕重难点问题逐一研究措施。会议对两个项目的下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要求：一是项目公司及项目部要压实责任，加强调度，确保重要工期目

标。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项目中建三局断面主线 12 月底要完工，武燃断面 12

月 15 日前要完成 L3 砼箱梁浇筑，2019 年元月 10 日完成砼护栏浇筑，元月 20

日前完成伸缩缝安装，元月底主线完工。墨北西项目 12 月底前要完成地面辅道、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施工；二是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文明施工意识，按照冬季施工

要求组织施工。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项目要重点突出高空作业的安全管控，墨

北西项目要重点关注顶管明挖段的安全施工；三是要继续大力加强精细化管理力

度，按照军运会“细致”标准，加强工程质量管控。 

    公司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暨四季度安全教育培训 

 
11 月 23 日上午，道桥公司在公司二楼大会议室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暨四季

度安全教育培训。郭文增总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安全保卫部、工程技术部、

综合工作部，各项目项目公司、监理、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省、市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

知，以及市安委会第十九次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了今年冬季和“两节”“两会”

期间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工作。 

会上，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郭文增总经理提了三点要求：一是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增强施工安全责任感，做好防滑、防冻、防火、防电等冬季施工安全

工作的各项应对工作，防患于未然；二是坚持学习专业知识，提升工作能力，加

强发现和处理各类安全文明隐患的能力；三是主动作为，从高处着眼、低处着手，

加强各类安全检查，及时整改闭合，有效规避安全风险，把安全事故消除在萌芽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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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抓好冬季安全生产工作，公司专门邀请中铁十一局刘斌教授主讲了

《冬季施工安全生产和预防》安全生产知识课。刘教授针从冬季安全生产术语、

冬季施工特点及特殊危险因素、冬季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别、冬季安全准备、冬季

施工的技术要领、冬季消防措施、冬季防中毒措施等七个方面，对冬季施工易出

现的安全事故类型和市政项目中冬季容易出现的安全隐患，结合现实案例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事项。通过本次安全教育活动，参训人员增长了知识，

开阔了视野，受到了警示。 

公司专题调度江汉七桥项目 

 
12 月 13 日下午，公司专题调度江汉七桥项目。鲁有月董事长、郭文增总

经理、梅建松副总经理，总工办、投资计划部、前期部、工程部，项目公司、审

计、监理、施工单位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参建单位关于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围绕迁改、融资等重难点

问题逐一研究，拟订措施，明确时限。 

会议要求：一是项目要结合当前实际，继续优化进度计划，精心组织，2019

年在确保主桥形象进度同时完成边跨及引桥结构施工，力争 9月份完工；二是要

进一步加快管线迁改施工，尤其是解放大道以北天燃气及自来水迁改，确保 2019

年 6 月份前完成全部迁改；三是项目公司 12 月底前拟订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

加强资金筹措力度，为项目推进提供资金保障。同步推进清单编制工作，12 月

底前完成基本稿，2019 年 3 月底前完成确认；四是要继续在管理提升及项目塑

形下功夫，扎实推进信息化、BIM 技术在项目上的应用，同时做好推广工作；五

是要继续大力加强精细化管理力度，做好钢梁制造等重点分部工程的过程控制，

对标军运会“精致”标准，加强工程质量及文明施工管控；六是要加快渗滤液池

的报批进度；七是要高度重视“两节”期间的维稳工作，提前谋划，妥善处置，

确保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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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冰扫雪 

公司部署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为落实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关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紧急部署会会议精神，

12 月 7 日下午，道桥公司组织各项目 BT（PPP）、施工和监理负责人召开紧急会

议，专题传达部署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公司领导鲁有月、杨志祥、

梅建松，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市融雪防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和城投集团公司《关于做好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布置了低温雨雪防范应对工作。 

    会议要求：一是要认真学习并立即贯彻落实各级关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

防范应对工作指示精神，要按照集团公司统一部署，抓紧启动应急预案，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二是各项目要立即开展针对性

的“六查”活动，即查各项目围档、围墙、板房的加固情况，防倒塌事故；查高

架桥脚手架安全，重点是杨泗港大桥两岸引桥、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墨水湖

立交改造 E、F匝道、江汉四桥 D、F匝道、江汉七桥汉阳接线；查高空临边临江

临湖的防护，防高坠；查塔吊等大型起重设备和电梯的安全，要求各项目大风大

雨大雪天气下一律停止作业；查用电安全，加强对配电箱和电线搭接情况的检查，

加强对民工宿舍大功率电器的检查；查工程成品和半成品的冬季保护工作，重点

是杨泗港大桥、江汉四桥和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混凝土浇筑。三是继续抓紧组

建应急队伍，抓紧筹备应急物资；四是要求各项目监理即日起启动 24 小时应急

值班制度，领导带班，干部值班，确保通信畅通，信息报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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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力清扫 6 座汉江桥梁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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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元旦小长假期间，我市遭遇低温冰雪

天气。12 月 30 日凌晨 4时，接到市城投公司关于立即组织应急队伍赶赴晴川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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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一桥、江汉二桥、月湖桥、古田桥、长丰桥等 6座汉江桥清扫积雪的电话通

知后，公司立即启动融雪除冰应急预案，组织杨泗港大桥、江汉四桥、墨北西、

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江汉七桥项目部共 6支应急队伍，按照事先分工，火速

开往各汉江桥梁，并立即开展扫雪作业。 

  在此次扫雪应急工作中，公司领导干部分别包干，一线指挥。各项目主要负

责人现场指导，连续奋战 22 小时，完成了 6座汉江桥梁的扫雪任务。 

本次扫雪任务，公司共动员 670 人，出动机械 65 台，撒盐作业百余吨，完

成扫雪除冰作业 12.8 公里。 

 

※双月简讯 
11 月 1 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按照公司关于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网络体系的

相关要求带队检查了墨北西和江汉四桥项目安全生产工作。郭总检查了两个项目

地面辅道建设现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就两个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郭总要求：

一是要加快墨北西地面辅道施工进度，11 月底前完成道路施工；二是要加快江

汉四桥汉阳地面道路、硚口匝道及地面道路等区域施工进度；三是要继续加强临

边井口洞口防护和高空作业安全措施；四是要加强土方施工安全管理，特别是对

堆放过高的土方要及时转场卸载。 

   11 月 16 日上午，鲁有月董事长检查了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和墨北西项目

建设工作。鲁董事长查看了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的 110KV、220KV 高压线迁改

进展，检查了墨北西地面道路施工，以及两个项目的安全文明管理情况，并详细

了解了两个项目的下步工作安排。就项目建设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加快

两个项目的建设工作，要合理安排，科学管理，加大投入，真抓实干。江汉六桥

汉阳接线二期工程在完成高压线迁改后，要力争年底前完成高架主体结构、桥面

系及附属工程，达到通车条件。墨北西项目地面辅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12

月底前完工目标不变，要倒排工期，加强调度；二是要高度重视冬季施工质量控

制工作，要加强防冻保暖，各项冬季施工保温措施必须落实到位；三是要继续加

强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尤其是要高标准抓好冬雨天气下的文明施工。 

 11 月 29 日下午，鲁有月董事长检查了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墨北西和江

汉七桥三个项目建设进展。就三个项目的建设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进一

步加强文明施工管理，施工区域两侧均要按城投公司要求布设规范围档，满挂绿

植。施工区域和行车通道区域必须分开，要安排专人及时清扫路面和洒水作业；

二是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项目要加快 L3－L5 联砼箱梁施工进度，同时要继续

高度重视质量与安全管理；三是要加快墨北西地面辅道建设，确保目标的顺利实

现；四是江汉七桥项目公司要尽快落实资金，确保现场施工和两岸拆迁资金需要；

五是江汉七桥项目要按照打造市政工程样板目标，继续高标准抓好现场文明施工，

要重点突出“三化”（绿化、硬化、美化）建设；六是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要针对冬季施工特点，加强对高空作业，以及防火防电等关键部位的重点管控，

确保安全。  

12 月 8 日上午，公司领导鲁有月、郭文增、杨志祥、梅建松副总经理分别

带队，对所有代建项目开展了安全隐患网络责任体系低温雨雪极端天气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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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专项检查。工程部、安全保卫部、各项目公司、监理和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

参加了检查。 

  检查组详细查看了各项目应急方案、值班安排、物资准备情况，现场检查了

钢梁吊装、支架、临水保护、临时用电，以及施工围挡围墙的设置和修饰。检查

组要求：一是要认真落实 12 月 7 日道桥公司冰冻雨雪灾害防范专题会要求，继

续做好应对雨雪冰冻天气准备工作，尤其是要抓紧组建应急队伍，检查机械设备，

一声号令，立即出动；二是要继续加强对施工用电、围挡围墙、半成品保护等六

项重点内容的检查，确保平安；三是应急物资要进一步储备完善；四是要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各单位值班领导必须在岗值班，确保信息畅通。 

 12 月 17 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现场检查调度江汉四桥拓宽改造程。郭总

仔细检查了 D、F匝道收尾进展，现场听取 BT 公司关于完工前施工计划安排的汇

报。就下步工作，郭总要求：一是要坚定工期目标不动摇，科学调度，抓紧收尾

施工；二是要加快设计变更办理进度，抓紧验收，资料及时归档；三是要按照军

运会极致线路建设标准要求，狠抓精细化管理；四是要继续抓好安全生产和文明

施工，加强检查，确保平安。 

   12 月 19 日下午，道桥公司郭文增总经理检查了新武金堤南段汤逊湖泵站改

造工程和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郭总检查了两个项目的建设进展，听取了汤逊湖

泵站下步建设计划和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完工前工作安排。就两个项目的建设工

作，郭总提了五点要求：一是汤逊湖泵站工作量大，工期很紧，任务很重，PPP

项目公司和施工单位要科学组织，合理安排工期，加强组织调度，加强节点控制，

确保按期完工；二是 PPP 项目公司要加快项目建设资金筹措工作，确保汤逊湖泵

站改造工程建设资金需求；三是墨水湖立交改造项目要按照军运会极致线路建设

要求，继续狠抓精细化管理，高标准抓好收尾施工；四是要加快墨水湖立交改造

工程的声屏障，交通工程，伸缩缝，钢梁油漆施工进度，确保按期完工通车；五

是要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和文明方面的管控力度，落实冬季施工各项措

施，确保工程质量、安全达标，树立道桥公司项目建设的文明形象。 

12 月 26 日下午，鲁有月董事长检查了江汉四桥和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  

鲁董事长先后检查了江汉四桥工程 D、F 匝道的声屏障、伸缩缝，琴台大道的窨

井盖、站卧石、人行道、绿化，梅子山地下通道的沥青摊铺等施工，以及墨水湖

立交改造工程 E、F匝道的声屏障、道路接顺、路灯和交通工程等施工进展。就

两个项目的建设工作，鲁董事长要求：一是要紧盯完工目标，加强现场统筹调度，

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二是要按照军运会极致线路建设标准要求，高标准抓好

声屏障、伸缩缝、人行道、绿化、窨井盖等细部施工，现场裸土要按要求进行覆

盖；三是江汉四桥工程既要加大人力和设备的投入，同时也要科学统筹，提高施

工效率；四是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要通过增加临时减速带、护栏等有效措施，保

证通车后落地段交通安全；五是墨水湖立交改造工程匝道通车后，对地面辅道施

工围挡要继续按照标准统一，做到美观大方；六是要针对气温降低的特点，妥善

做好现场施工人员的生活保障工作；七是对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要常抓不懈，要加

强对深基坑临边防护和声屏障安装高空保护工作，确保安全。 

12 月 26 日下午，纪委高翔书记按照公司关于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网络体系的

相关要求，带队对江汉六桥接线二期项目进行了元旦节前安全检查。高书记重点

查看了项目节假日项目值班安排、现场防滑防冻等措施落实情况。检查结束后，

高翔书记对项目节日时期安全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严格执行封闭施工各项

要求，隔离施工区域和生活区域，以免各类节日活动影响施工安全；二是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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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冰冻雨雪天气施工，对上下梯道、护栏焊接作业、声屏障安装等高坠风险环

节要加强管控；三是要按照要求落实节日值班制度，项目部监理部主要负责人要

在岗值班。 

12 月 26 日下午，郭文增总经理检查了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和杨泗港大桥工

程，杨志祥副总经理，项目公司、监理以及施工项目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郭总察看了两个项目的建设现场，听取了参建各方关于建设进展及主线桥完工

前计划的汇报，专题调度了当前主要工作。就下步建设工作，郭总要求：一是要紧

盯两个项目的年度形象建设目标，加强调度，明确措施，抓紧施工；二是杨泗港大

桥项目 BT 公司要加强对焊接施工的管理力度。要成立主桥施工管理分队，全面统筹

管理后续焊接及涂装工作，并坚持领导值班制度；三是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思想。江汉六桥汉阳接线二期工程要切实做好支架拆除及声屏

障高空安装安全工作。杨泗港大桥要加快正桥临边防护施工，对上下层桥梯道要进

一步强化安全措施，确保项目平安。 

12 月 29 日上午，按照公司“元旦”节前开展领导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知要求，鲁有月董事长对杨泗港大桥项目进行了检查。鲁有月董事长检查了上

下两层桥面的焊接、临边防护、临时用电等施工，详细了解了下步施工计划。检

查最后，鲁董事长提了六点要求：一是要加快桥面护栏安装进度，确保桥面施工

安全；二是要合理安排冰冻雨雪天气下的施工，桥面要抓紧设置安全驿站，各项

防寒防冻防滑措施和各类劳保用品必须及时到位；三是临时用电措施须进一步规

范；四是要做好低温环境下混凝土成品质量保护工作；五是脚手架作业施工必须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佩戴安全绳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六是要加强对农民工宿舍的检

查，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安全。 

※荣誉获奖     

杨泗港大桥 BIM 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夺得头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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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市城建委组织召开全市建筑信息模型试点项目会议，经专家组

对第一批共 16 个试点项目进行检查评比，由道桥公司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共同申

报的杨泗港大桥 BIM 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夺得第一名，并顺利通过验收评审。 

杨泗港大桥 BIM 技术应用是武汉市城建委 A类试点项目。该项目构建了大桥

精细化 BIM 模型和参数化构件库，开发了基于 BIM 的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数字化

管理系统，进行了全过程 BIM 辅助项目咨询,积极探索了基于 BIM 的建管养一体

化管理模式。该数字化管理系统已经顺利上线运行，共有数据一万多条，有效提

高了项目综合管理水平。 

 

※企业建设 

              公司开展东湖绿道健步活动 

 
11 月 30 日下午，道桥公司在东湖绿道举行了“携手共同行，光荣道桥人”

为主题的职工健身徒步比赛活动。 

  通过开展本次健身徒步比赛活动，增强了道桥公司职工锻炼身体的健康意识，

体现了道桥公司职工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促进了公司企

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 

※媒体采风 
★“武汉第十座长江大桥 杨泗港长江大桥首个钢梁架设成功”（11 月 16 日

《武汉晚报》第 02 版） 

★“杨泗港长江大桥主跨首个千吨级钢梁架设成功  万里长江‘第一吊’稳

稳升上高空”（11 月 16 日《长江日报》第 14 版） 

   ★“墨水湖立交匝道改造工程完工,具备通车条件”(12 月 31 日《长江日报》

融媒体) 

※作品欣赏 
本期介绍巴音布鲁克草原。 

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天山山脉中段的高山间盆地，四周为雪山环抱，海拔约 2500 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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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23835 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草原，仅次于内蒙古额尔多斯草原。 

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丰泉——“丰富的泉水”，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盛，是典型的

禾草草甸草原，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那里不但有雪山环抱下的世外桃源，有

“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更有优雅迷人的天鹅湖。 

 

                       《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34679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78289&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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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由总工办 黄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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