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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平申线离全线贯通更近了！嘉兴海河联运
要迎来大发展了！”9 月 25 日，站在沪昆铁路桥下，望
着一列列火车疾驰而过，嘉兴市港航管理局规划建
设科科长金晓萍满是感慨。

“为了推动嘉兴海河联运发展，嘉兴港航部门这
几年可是下了苦功夫。”金晓萍介绍，杭平申线连通
着嘉兴独山、乍浦、海盐三个港区，是浙北海河联运
发展的主通道航道。近年来，嘉兴市港航部门以杭
平申线建设为契机，努力打破发展瓶颈，沟通内河航
道网与外海，全力推动嘉兴海河联运向着高质量发
展。

为了它 沪昆铁路桥抬升6米多

时间回到 9 月 10 日晚上 22:30。此时，杭平申线
航道沪昆铁路桥施工现场开始进行拨接施工。

施工现场，上海铁路局杭州工务段、电务段、大
修段、供电段、维管段、通信段以及项目主体施工单
位等 22 个部门，近 600 名施工、管理人员争分夺秒地
作业。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一丝不苟地严格
按照预定时间，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新老轨道线路对
接、大机线路抬道捣固及卸砟、接触网调网、拆除旧
线路、预铺线路、同步进行通讯、电务调试等工作。

经过 4 个小时奋战，封锁施工结束，所有人员在
调试完成之后全部撤离铁路桥，沪昆铁路桥上行线
拨接完成。凌晨 3点，第一列火车顺利通过。

据了解，沪昆铁路桥改建工程是杭平申线航道
改造工程重要节点，项目总投资 6.2 亿元，改造完成
的沪昆铁路梁底标高为 8.96 米，相比老铁路桥抬高
了约 6.16 米。“此举打破了桥梁限高对航道通航的制
约，将通航能力提升到 1000吨级。”金晓萍介绍，随着
沪昆铁路桥的正式建成通车，杭平申线五长段将于
今年年底建成通航，届时，将形成嘉兴市内河集装箱
运输的第二个通道，减少平湖、海盐、海宁公路的货
运压力，让更多的企业“弃陆走水”，带动沿河产业发
展，更好地满足腹地经济发展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江南水网地区经
济与社会发展。

沪昆铁路桥改建工程是嘉兴推动海河联运发展，破除桥梁制约
的缩影。记者了解到，为了彻底摆脱桥梁“困扰”，嘉兴港航部门积
极推动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工程，在现有内河航
道网的基础上，依托杭平申线、东宗线、杭申线、乍浦塘四条航道 118
公里，按照三级航道标准改造提升净高明显不足的桥梁 24座和乍嘉
苏线乍浦塘约 9.5公里航道。

成本减半 浙西企业翘首以盼

“上次去钱塘江中上游对接调研后，衢州巨香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多次打电话问我们杭平申线什么时候能建好，他们对海河联运
有着很强烈的期待。”嘉兴市港航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4
月，为加快推进嘉兴海河联运，实现嘉兴内河与钱塘江上游航区水
运联动，该局专门组织部分港航企业、货主单位、船货信息平台等代
表到杭州、金华和衢州等地实地考察。

在巨香食品有限公司，这一说法得到了印证。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该公司生产原材料面粉主要从山东济宁通过
公路运输，每吨运费在 220 元，如果通过水运，仅生产原料物流成本
就能节省一半左右，“我们迫切希望开通海河联运集装箱运输航
线。”该负责人说。

杭平申线的建设对浙西企业来说，就犹如一条快捷运输的“大
桥”，让这里充足的货源无需周转即可轻松“出海”。据介绍，根据
相关规划，衢州地区出产的砂和石料，到 2020 年开发总量在 500 万
吨左右，外贸集装箱生成量约 30 万标箱。而金华地区出产的矿建
材料每年可通过水路运输约 1500 万吨，水泥年产量约 1600 万吨，
目前水路运输处于空白，一旦条件具备，水路运输和公路相比有较
大优势。

融合发展 “水运红利”开始释放

嘉兴区位优势明显，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
等国家战略的黄金交汇点和融合叠加区，一直以来就是浙江省接轨
上海的门户和“桥头堡”。

近年来，嘉兴全面实施水运复兴行动计划，加快内河水运转型
升级，内河航道补短板成效显著，为“海河联运”高质量发展与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也正是看到海河联运带来的巨大机遇，嘉兴许多水运企业纷纷
“弃陆走水”。这其中，振石集团浙江宇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是嘉兴
第一家“自建码头”改走水路的企业。该公司码头就坐落在东宗线
旁，总投资 1.09 亿，此前该公司产品主要通过陆路运输，而在“陆改
水”以后，极大地降低了公司物流成本。“将来杭平申线打通后，到乍
浦港还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时间 4个小时。”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同样嗅到嘉兴“水运红利”味道的还有水运物流平台——“新船
帮”，作为一个致力于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解决航运供求双方
交易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互联网平台，其业务以长江流域大宗货物集
聚地为中心辐射至全国，“目前已开通山东与浙北两条航线，嘉兴是
平台线下重要根据地。”新船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付海平说。

在海河联运的带动下，企业沿水而聚，一条条沿河产业带初现
雏形，港产城融合发展也蹄疾步稳。“嘉兴海河联运正处在加速发展
阶段。”嘉兴市港航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未来，嘉兴港航部门将做
好统筹规划，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更好的水运发展环境，助
推“海河联运”发展得更好更快。

“综合执法改革以来，我们要操的
心更多了，但这些工作能够对辖区水
上安全起到更好的保障作用。”阳逻
处龙口大队队长孙玉国告诉记者，

“两年多时间里，阳逻海事执法人员
每天都像海绵一样学习吸收航道专
业方面知识，从最初的水深、流速、尺
度和浅险区段情况、航标布设情况
等，到现在能利用这些‘工具’与航道
部门更好地配合，为水上安全护航。”

综合执法改革是根据《交通运输
部关于深化长江航运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意见》，落实《长江干线水上综合
执法改革试点方案》，整合长江干线
海事、航道、通信等现场执法职责的

一项改革举措。阳逻海事处从新时
代海事执法需求出发，主动学习、深
入研究，不断提升执法效能，在改革
试点实践中逐步总结出诸多经验。

深研航道技术
海事探索融入“新角色”

万事开头难，在没有具体经验可
以借鉴时，如何实施有效的改革？

“航道部门提供了航标布设图，让
我们对辖区航道情况有更全面的了
解，进一步完善了辖区管理基础数据
库，另外，还为阳逻处本部和两个大队
都安装了电子航道图，用更精确的数
据替代过去人为经验判断，便于海事
部门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巡航与监管计
划”，阳逻海事处监管科吴科长介绍，
该处以会议制度、通报制度和联动制
度为基础，统筹调用本区域海事、航
道、通信部门执法资源，在日常工作中
注重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

除了航道部门提供的支持，阳逻
海事处还坚持定期联合巡航机制，一
方面通过联合巡航查看辖区航标、航
道水深变化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另一方面，进行航道执法方面的
现场教学培训。

记者了解到，伴随近年来阳逻新
港的快速发展，阳逻辖区水上施工项
目增多。对于新建的项目，由航道部
门通知施工方组织召开航道安全评审
会。综合执法改革以来，海事部门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阳逻海事处白
浒山大队队长邹俊告诉记者，不久前

刚刚参加了航道安全评审会，会上征
求了海事部门对施工船舶进出施工区
如何保障安全、浮标对相邻码头作业
区是否有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意见。

良好的沟通联动机制，让海事综
合执法发挥了“1加 1大于 2”的效应。

实战练兵
修炼积累综合执法心得

在阳逻辖区有一个牧鹅洲水道，
每年到了枯水季节，水道附近的一个
浅滩就会浮现出来。“这个区域没有
设置浮标，一些船舶从湖广水道进入
牧鹅洲水道的时候，为了节省油料，
会选择从浅滩走船，容易发生事故。”
邹俊拿出一张图纸向记者比划着，图
中显示船舶走到此处时会面对一个 Y
字形水域，一条向北路途稍远，一条
向南通往浅滩。阳逻海事处为了避
免事故发生，与航道部门及时联系，
在通往浅滩的入口处设置了一个白
色浮标，避免船舶误入。

这样的例子在阳逻处还有许多，
辖区恒阳化工码头由于施工需要设
置浮标，阳逻海事处与航道处密切沟
通，认真分析了该水域水位情况：在
涨水时作业平台被淹没在水中，必须
设置标志来提醒过往船舶，而在枯水
季节，作业平台露出水面，无需设置
浮标，仅安装警示标志和灯光即可。
为此，海事部门向该企业提出了合理
化建议，对方采纳了建议并落实到
位，保障了施工安全，也节约了开支。

“通过综合执法实践，海事部门更

了解突现障碍物、浅滩险点的处理办
法，现在结合航道部门的专业技术，
可以更好地维护水域安全。”邹俊说。

敢于创新
彰显新时代海事本色

从了解航道专业基础知识到运用
这些知识、技术为海事执法效能“加
分”，如何在综合执法改革中创新，阳
逻海事处一直在思考。

恒阳化工码头的“精准设标”、电子
航道图系统与海事执法的科学结合，包
括航道部门安装在航标上的GPS，也被
阳逻海事处“盯”上了，准备在这方面
想法子搞创新，“能不能给我们也接入
这个系统，为海事执法所用呢？”孙玉
国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想法。

一方平安保一方发展。长江航道
作为国家水上交通重要基础设施 ,是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一
旦遭到破坏，引起的事故、损失难以
预估。船舶搁浅，非法采砂等，都会
对航道产生破坏，为此，该处依托航
道技术支持，在重点水域用声呐扫测
技术对河床进行扫测，生成技术图
纸，待夜间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对
违法船舶查扣，并再次扫测，观察了
解航道破坏情况。“违法处罚不足以
威慑违法者，但破坏航道可追究其刑
事责任，对违法行为能起到有力的遏
制作用。”孙玉国如是说。

综合执法让海事实现了角色上的
新突破，也在新时代长江航运发展中
彰显了海事人的职责担当。

9月 12日，随着“武汉新港三江港
区综合码头一期工程陆域道路堆场
施工 SJGLY—1、2 标段工地试验室”
的成功建设，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
院工程检测中心（以下简称“工程检
测中心”）圆满完成“战高温、斗酷暑、
保生产”的夏日攻坚战，再一次将“水
运工程防火墙”立在了长江航运工程
建设的最前端。

质量是工程建设的生命线。作为
工程材料、结构实体质量的“把关
人”，工程检测中心人员不多，责任不
小，如何聚沙成塔，立起一道确保水
运工程质量的坚强屏障？工程检测
中心以“水运工程防火墙”党建品牌
为抓手，用支部建设带动中心发展。

“作风实则‘墙’实，能力高则‘墙’
高，服务靠前则‘墙’靠前，我们的目标
就是筑起更实、更高、更前的‘防火墙’，
将材料风险、施工风险、廉政风险等尽
可能隔绝于水运工程之外，为长江经济
带建设打好质量基础。”工程检测中心
主任、党支部书记孙爱国说。

强化纪律磨砺意志
作风越实“墙”越实

7 月上旬，一项紧急任务拉开工
程检测中心“夏日攻坚战”序幕。为
保障长江下游芜裕河段航道整治工
程按计划开工，工程检测中心要在半
个月内完成芜裕水道施工图设计阶
段的原型观测。按照常规，这项任务
至少耗时 30天左右。

“硬骨头也得啃 !”工程检测中心
十多名技术人员与时间赛跑，跟蛇虫
争道。为抢时间，他们白天看仪器

“望穿秋水”，晚上处理数据“泪眼
朦胧”，“5+2”“白+黑”的工作模式坚
持了半个月后，终于圆满完成了外业
任务并继续转战到内业工作。

而这只是工程检测中心完成的诸
多急难险重任务中的一例。检测、勘
测、科研等工作，不仅辛苦往往还很
烦琐。孙爱国告诉记者，今年 4—5
月，中心为武安段航道整治工程开展
河流泥沙分析，在一个月内就分析了
近万个水质样本，分析数量达到了之
前近一年的工作量。“如何在万千次
的重复工作中确保检测结果‘科学、
公正、准确、满意’？意志力和责任心
尤为重要。”孙爱国说。

为此，他带领工程检测中心党支
部，在作风建设上狠下功夫——

一手牢抓纪律建设。中心党支部
修订现有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
《作业指导书》，建立完善的试验室质
量管理体系，让大家工作有所凭，行动
有所依。

一手推进主题实践。半军事化管
理、野外拓展实践……根据内外业兼
顾的工作性质，中心党支部创新形
式，借主题党日实践磨炼党员意志，
凝聚战斗力。

当信念深入骨髓，规范变成习惯，
党支部就凝聚成了攻坚克难的战斗
堡垒。

就在 8 月，工程检测中心党员冲
锋在前，带队开展了长江中游宜昌至
昌门溪河段二期工程验证性检测工
作。烈日下工作，片刻间便汗流浃
背，甚至有中暑的风险，但他们没有
退缩，严格按照程序完成了一项又一
项检测任务，以高效、准确的检测数
据为该工程以后的验收提供了详实
的客观依据。

爱学会学资质升级
能力筑高“防火墙”

开展检测勘测工作，资质是能力
的代名词，也是市场的敲门砖。工程
检测中心于 2003 年由原院勘察设计
室泥沙组组建而成，成立仅十余年，
检测资质持续升级，目前持有湖北省
资质认定证书（CMA）、水运工程结构
检测甲级证书、水运工程材料检测乙
级证书（含甲级增项）；检测能力不断
扩大，原有 16 类 130 余项检测参数扩
增至 22 类 301 项，检测参数数量跃居
湖北省水运行业前 2名。

跨越发展的背后，工程检测中心
党支部浓郁的学风功不可没。

作为支部书记，孙爱国带头先
学。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
的检测、勘测技术，他在埋头学习之
余，多次“走出去”并“引进来”，积极
向行业专家请教学习。

头雁高飞，群雁也不落下。自学
之余，孙爱国为支部确立了“学习制
度严、学习方式活、学习成效好”的学
习型党支部建设目标，倡导党员带头
学，职工主动学，将学习与工作实际
相结合。

在中心内部，有一本 74 页的制度
小手册。随手翻翻，对学习的要求贯
穿在方方面面：每位职工每周自学不

少于 5小时，每月开展一次小组讨论，
每季度进行一次内部讲课。

除此之外，每月支部大会也是工
程检测中心教学相长的大平台。“检
测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有人擅长岩
土，有人擅长结构。我们每次请一位
同事讲他最擅长的专业，大家相互学
习，以一专带多能，就能快速提高。”
支部委员唐正涛介绍，“为保证学习
质量，主讲人还要当考官，给我们出
套卷子当场考试、当场评卷。”

学风“立”起来，成果就能“拿”出
来。一次，工程检测中心承担了芜湖
某公司码头检测业务，现场检测发现
其中一根桩存在缺陷，可施工及业主
现场负责人对这个结果并不认同。
冒着被索赔的风险，工程检测中心同
意现场开挖求证，挖到 6 米时果然发
现混凝土浇筑时夹进了编织物，形成
了空洞。面对检测结果，施工及业主
负责人心服口服。

服务靠前廉字当先
把“墙”立到最前沿

“工程要建好，材料是基础。所以
我们的检测工作得做在项目施工前，
我们的服务要推进到工程施工过程
中。”秉持“向前靠”理念，工程检测中
心以“工地试验室”为抓手，将中心的
服务送到长江水运工程最前线。

2013年建立长江中游昌门溪至熊
家洲段航道整治工程工地试验室，
2015 年建立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
水航道二期工程口岸直水道整治工
程Ⅰ、Ⅱ标段工地试验室，2016 年建
立长江下游江心洲河段航道整治工
程工地试验室，2017 年建立汉江雅口
航运枢纽工程工地试验室，2018 年建
立长江中游蕲春水道航道整治工程

工地试验室……“整治工程定在哪，
标准化工地试验室就建在哪，检测人
员就驻在哪”，这已成工程检测中心
上下共同的理念。

随着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工程
检测中心党支部对廉政风险的重视
度也越来越高。“检测结果能否服众，
信誉很重要。只要一次数据不真实，
我们的‘防火墙’品牌就再也立不起
来。”孙爱国说。

将风险扼杀于萌芽，工程检测中
心逐步强化、完善“水运工程防火墙”
党风廉政教育，将“防火墙”安全排查
向前推进。

一方面制度立规。结合工程检测
中心特点，孙爱国将院里管理制度和
分配方式进行了调整，修订完善“检
测中心防止商业贿赂行为准则”，将
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点一一
列出，再用准则个个封堵。

一方面“思想补钙”。工程检测中
心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支部党
员轮流进行廉政自查，月度例会分享
学廉体会，日常汇报强调廉政意识。

“廉”，已刻在每一位党员的脑海心
间。

服务靠前，廉字当先，如今工程检
测中心“水运工程防火墙”的品牌越
擦越亮，检测市场持续拓展，不仅实
现从长江中游不断向下游深水航道
和上游山区河流延伸，更从内河走向
了沿海。

“肩扛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
任。”孙爱国告诉记者，工程检测中心
党支部将坚守“水运工程防火墙”品
牌的持续建设，不断改进发挥自身优
势，在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发展大潮中
站好岗、守好责、干好事，为每一个水
运工程筑起更加坚实的质量“防火
墙”。

党建引领 筑起水运工程质量“防火墙”
□ 全媒记者 程璐 杨柳 通讯员 唐正涛 苏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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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良港，码头林立，船舶穿
梭 ，运 输 繁 忙 。 阳 逻 ，这 一 长 江
经济带棋局中极具分量的落子之
处 ，在 改 革 发 展 新 时 代 承 载 着 重
要的责任与使命。

发 展 离 不 开 安 全 。 阳 逻 海 事
处，作为长江海事系统实施长江干
线水上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单位，从
2016 年 6 月 1 日正式开展综合执法
以来，始终围绕保障辖区水域安全
这一核心任务，认真研究综合执法
改革核心要义，尤其在与航道部门
通力配合方面，主动学习专业领域
技 术 知 识 ，研 究 创 新 工 作 方 式 方
法 ，为 推 动 综 合 执 法 改 革 有 效 落
地，真正提升综合执法效能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以“航道经”为综合执法改革试点“添翼”
□ 全媒记者 王啸雷 通讯员 吴丹

长江中游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的交工检测。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供图

杭平申线平湖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