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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高度 565 米 钢索强度超 1860 兆帕

科学解读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
■ 千秋

险要地势催生第一高桥
北盘江大桥由云贵两省合作共建，全长 1341.4
米，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 565 米，相当于 200 层楼
高。其两端地势独特险要，这里石灰岩密布，山体硬
度极差，在地上打钻，稍不留神就打进巨大的溶洞里，
有的溶洞将近 100 米深。
一个个溶洞就像一颗颗地雷，使得桥梁的选址困
难重重。为躲避遍布山体的溶洞和裂隙，设计人员不
断将桥的位置往高处移，最终将桥面定在 565 米这个
令人目眩的高度。

部笨重粗大的支撑结构来维持稳定，而是靠几根看似
柔弱的钢索将大桥拉起来。
北盘江大桥是在主桥塔顶放出斜拉索，斜拉索的
另一端悬挂在桥面上，将桥面梁直接拉起而成。斜拉
桥的安全与稳定高度依赖于斜拉索，全桥共有 224 根
斜拉索。
“吓人”的是，斜拉索的直径只有 15.2 毫米粗，
和人的手指一般。这种 OVM 平行钢绞线拉索，其抗
拉强度轻松超过 1860 兆帕，动载应力幅达 250 兆帕，
远超国际标准的要求。普通钢材与北盘江大桥斜拉
索的差距，就像是木材与普通钢材的差距。这些以一
当十的钢索虽然细，
但能有力地拉起整座大桥。

小小钢索拉起稳固桥体

创新工艺突破
“不可能”

北盘江大桥是一座钢桁架梁斜拉桥。这种桥型
与悬索桥一起，并称为两种最优秀的现代化桥梁。它
们都颠覆了人们对于桥梁的传统认知，不再由桥梁下

施工过程中，虽然峡谷深达 565 米，但峡谷底
部的尼珠河却是条毫无通航能力的小河。桥梁的
“积木”——节段梁通常重达几百吨，需要一定吨位

中铁二十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演讲暨党建知识竞赛
本报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时序进入盛夏，酷热高温成为常态。在中铁二十
局三公司各个项目施工现场，却挺立着一个个汗流浃
背的身影。他们为工程建设而忙碌着，因为他们坚守
着一个信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今年七一前夕，为迎接党的生日，让党的生日
更有意义，让“党的声音”更加嘹亮，中铁二十局三公
司党委结合党建工作实际，成功举办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演讲暨党建知识竞赛活动，进一步加强党
员领导干部队伍思想建设，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
没有铺张的会场设置，没有盛大的场面，有的只
是参赛者和观众的满腔热情，还有鲜艳夺目的党旗。
其实，这已经足够了，在简朴而不失庄重的比赛现场，
党旗已经映红每个人的脸膛和内心。
在演讲比赛中，15 名来自公司各党支部的党员
同志，围绕庆祝建党 97 周年，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主题，带来 15 个精彩演讲。选手们的演讲或慷
慨激昂，或生动感人，或风趣幽默，或意气风发。整场
比赛精彩迭出，演讲内容既紧扣主题，又切合工作实
际，集中展现了公司共产党员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敢
打必胜的信心和实现中铁二十局鼎盛复兴伟大梦想

陈福得

中铁二十局三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任霄。
的昂扬斗志。
选手们声情并茂的演讲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评
委和观众，赢得了阵阵掌声。最终来自南昌礼步花园
项目党支部的许芳以题为《不忘来时路》的精彩演讲
获得一等奖，水利一队项目党支部吕凯、机关一支部
赵文利分获二等奖，汉中美康源项目党支部肖力、成
都地铁 6 号线项目党支部杜一江和南昌尤口项目党

的船只才能将其运送到现场。工程部无法利用尼
珠河将节段梁整体运送到拼接位置附近，只能拆成
更小的“积木”再一片一片地运送过来，费时费力，
误差还很大。
为了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工程师们尝试着采用
了新工艺——钢桁梁整节段梁底轨道纵移悬拼工
法。这是一种非常新的、同时也非常不成熟的工法，
这种工艺是指在施工现场，以极强的精度控制水平，
将“积木”迅速拼装成 160 吨重的节段组梁，随后进行
整体吊装。这样一来，安装过程迅速，既缩短了工期，
又减小了对桥墩的伤害。
北盘江大桥只是众多中国大桥中的沧海一粟。
其实，许多先进的工程技术更依赖反复的尝试与大量
的工程经验积累，没有纸上谈兵的捷径可走。中国这
些令人头痛的高山深谷就是最好的工程师培训基地，
催生了这些堪称世界奇观的
“不可能”
大桥。
支部贾勇获得三等奖。
党建知识竞赛共有 16 支代表队参赛，
竞赛分小组
赛和决赛两轮进行，小组赛分 A、B 两个小组，两个小
组分别决出前 3 名进入决赛。比赛内容包括党的十九
大报告、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铁道建筑有限公司
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违纪违规处分规定（试
行）》等内容。小组赛中，选手们沉着应对，积极抢答，
场面激烈，
展现出扎实的党建知识功底、良好的心理素
质和敏捷的思辨能力，
最终 6 支代表队挺进决赛。
在决赛中，参赛选手更是以饱满的精神应战，以
敏捷的反应、精准的答题展现了学有所获、学有所
得、学有所用的党员风采，6 支代表队通过必答题、
抢答题、风险题、附加题和带队书记必答加分题五个
环节的激烈比拼，最终南昌祥和嘉园代表队荣获一
等奖，机关代表队和南昌尤口代表队荣获二等奖，南
昌瑶湖代表队、重庆轻轨代表队和成都地铁代表队
荣获三等奖。
“通过此次竞赛，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把思想统
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营造人人学习、人人参与
的学习氛围，确保公司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进一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新时代，把崇高理想落实
到具体行动中。”中铁二十局三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任霄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还提出要求：一是要在把握
理论精髓上取得新成效，二是要在学懂弄通上取得新
成效，三是要在学以致用上取得新成效，四是要在争
创新业绩上取得新成效。

重庆市
“三环十射三联线”工程建设巡礼

紧盯工期 奋力抢进度
本报记者

何君林 通讯员 王凤婉

2018 年 6 月，在石黔高速公路终点，伴随着一根
根立柱拔地而起，现浇支架纵横而立，运输车辆来回
穿梭，标志着由石黔高速五分部施工的册山枢纽互通
立交进入全面开工建设阶段。
据了解，自进场以来，面对城乡结合部拆迁难度
大、施工场地狭窄、安全管控风险高、外部干扰多、协
调部门广等诸多困难和挑战，石黔高速五分部书记王
敏强等领导不等不靠，主动与黔江区高速公路建设指
挥部、国土部门、电力通讯部门、公安交通部门、沿线
村镇、渝湘高速公路相关管理部门对接沟通，确保了
互通内征地拆迁工作顺利推进，为互通立交全面开工
打下了坚实基础。
紧盯工期抓进度，是工程建设的重头戏。石黔高
速五分部切实以劳动竞赛活动为契机，扎实推进项目
管理工作。该部深入开展“百日大干”
“ 三保一创”劳
动竞赛活动，通过召开动员大会、形势任务教育等，在
工班与工班之间开展“六比”，即：比“施工进度快、工
程质量优、安全无事故、技术标准高、材料消耗低、现
场管理好”，促进施工进度大幅度提升。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挖土石方完成 68 万方，完成总量的 94%；
填方完成 95 万方，完成总量的 84%;桩基完成 129
根，完成总量的 85%；墩柱完成 49 根，完成总量的
54%；
盖梁完成 19 个，完成总量的 37%;涵洞完成 650
米，完成总量的 73%;隧道开挖与支护完成 7354 米，
完 成 总 量 的 58% ，二 衬 完 成 6500 米 ，完 成 总 量 的
51.2%。
截至 5 月底，年累计完成产值 14488 万元，完成
年计划 40％,开累完成 43274 万元，完成投资 53％,
累计发生成本 44598 万元。石会隧道为控制性工程
开挖已过 1300 米,预计今年年底贯通。
该部还着力强化过程管控，实现降本增效。在劳
务管理上，
项目部实行劳务工费承包，
严格按照公司劳
务招标管理办法对施工队伍进行招标。在施工过程中
工程部严控工程量，
防止计价超量放大成本，
切实根据
施工环境变化，从安全、质量、工期、项目投入、成本节
支等方面优化方案，
保证项目现场受控、成本较低。技
术主管严控零星台班量，
防止跑冒漏滴放大成本；
保障
部严控材料量，
防止管理失控放大成本；
计划部严格按

建设中的石黔高速册山枢纽互通立交。
照合同单价执行，
防止因单价过高使成本流失。
与此同时，
积极践行绿色施工，
加强环水保管控力
度。该部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保证安
全质量前提下，重点从资源节约、生态环保、节能高效
等方面入手，在施工过程中，切实保护沿线的生态环
境，
预防和控制施工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做好
生态恢复。对路基路堑边坡做到开挖一级防护一级，
确保边坡稳定及边坡绿化植被尽早恢复，防止土质边
坡水土流失或受到雨水浸泡冲刷而影响边坡稳定。
牢固树立“管生产必须保安全”
“管生产必须保成
本要效益”的管理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和文明
施工要求，时刻绷紧安全质量这根主线，切实抓好安
全质量工作……眼下，石黔高速五分部正以高昂的士
气和必胜的信念，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挽起裤管，拼
命干、加油干，
全力以赴誓保工程建设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