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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好用工的‘防疫安全防护罩’，
才能生产无忧。”广航局连云港项目经理
何新伟告诉记者，该项目部在场的 3 艘
万方大耙船船员坚守岗位，所有施工船
舶均严格做实做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严把施工建设管理关。

3 月 15 日，记者在连云港港 30 万吨
航道二期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广航局旗
下 3 艘万方耙吸挖泥船“浚海 2”“浚海
5”“广州号”在严密的防疫措施下进行项
目竣工前的最后冲刺。据介绍，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广航局连云港项目部
重点加强现场船舶管理，所有在场船舶
均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由项目部派
专人为船舶配送防疫和生活物资，做到
为船舶“服务到家”，用管理和细致的服
务为施工船员撑起了坚守岗位的大后
方。

从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到天津蓟州
区乡村改建，从成都锦江绿道打造到香
港机场第三跑道吹填，从孟加拉米尔萨
莱海岸防护到肯尼亚拉姆港疏浚港扩
建，截至 3 月 18 日，天航局 137 个海内外
在建项目中，124 个已经恢复施工，复工
率达 91%。其中，海外“一带一路”项目
全面复工，复功率达 100%。

“我们复工复产率之所以这么高，就
是因为我们的防疫措施足够‘硬核’。”
天航局一位负责人坦言。为了该局工
程项目能够顺利复工复产，天航局职工
柴文婷跑遍了滨海新区的大小药店和
医院购置口罩，驻守南亚区域中心的薛
雷和陈学仁乘坐摩托三轮车，辗转孟加

拉国达卡市 50 余家大小药店，一家家寻
找。药房货源不足，就想办法联系上游
供 应 商 ，通 过 多 方 途 径 ，终 于 购 买 到
31400 只医用外科口罩。从寻找货源，
到采购，到物资发往国内，仅仅用了 3 天
时间，为天航局复工复产提供了防疫保
障。

为了保证施工人员不带“病”上岗，
上航局梅山项目部还创新性地采取现场
巡视与空中检查相结合的形式，采用无
人机巡视施工现场，配合现场管理人员

对作业人员进行实施监管，陆空实时监
控。自应用无人机以来，现场施工人员
未规范佩戴安全帽、未穿戴救生衣、未戴
口罩等不安全现象已基本杜绝，施工人
员已逐渐形成规范佩戴安全设备的行为
习惯和安全思想意识。

压实责任线，系紧生命线，深耕责任
田，做到防疫与复工两手抓、两手硬，中
交疏浚人在这场“防疫战”与“复工战”中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重大疏浚工程的
有序推进打牢了坚实的基础，也进一步
助力了港口、航道的腾飞和发展，同时成
为助力实现“中国梦”不可忽视的中坚力
量！

3 月 16 日，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交机团队正
式将 6台自动化轨道交付给美国长滩港。“我
们致力于将长滩港打造成北美区域自动化
码头领域的标杆。”这是振华重工在北美的
雄心。

纵观全程，振华重工的发展之路是一条
“学霸”创新之路，也是“中国制造”到“中国
智造”的转型升级之路——

1992 年，振华重工从“新”出发，高质量
的港机首次在国际上赢得赞誉；如今，以创
新科技武装升级的振华重工，更是将发展触
角伸向了港口航运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带
领中国制造转型发展、迈向世界的“领头
羊”。

“精细化”制造打破国际垄断

“其实，我们是无意中走了一条先国外后
国内的道路。”振华重工副总裁张健告诉记
者。

记者了解到，成立初期的振华重工境地
一度十分艰难。当时，世界港机市场早已被
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企业占据，国内港口
也不敢贸然采用国产港机。于是振华重工
意识到，只有先走出国门在世界港机市场中
立足，才能返回国内市场。

不久之后，振华重工获得了加拿大温哥
华港的橄榄枝。这是振华重工成立后的首
个订单，振华重工拿出了制作工艺品的态度
与精细度，从而赢得了用户的信任。第一单
成功交货，让振华重工在国际市场上初露锋
芒。

成功进入北美市场后，振华重工又将目
光投至潜力巨大的美国市场。1994 年，振华
重工在国际招标中一举中标，将为美国迈阿
密制造 4台“超巴拿马”岸桥。这不仅是振华
港机打入美国市场的第一次，更是中国港机
走入美国的第一次。

但是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
振华重工委托荷兰的一家公司承担港机运
输工作，但是这家公司索价奇高，还不能保
证按时交货。在进退维谷之际，振华重工做
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打造自己的整机运
输船！第二年，振华重工用自行设计改造的
整机运输船“振华 2”轮，成功将 4 台岸桥安
全、准时的运抵美国迈阿密港，开创了中国

整机运输的先河。如今，重大件整机远洋运
输能力已经成为振华重工的重要竞争力之
一。

良好的口碑，让各国订单纷至沓来。随
后的几年，振华重工开始大规模打入欧美市
场。然而也在此时，振华重工意识到，需要
打造自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进一步提
升世界市场占有率。2000 年，振华重工获得
了美国长滩 12台岸桥的订单，当时世界范围
内船舶大型化已初见端倪，此时，振华重工
的研发人员敏锐地发现，在港口机械发展史
上，岸桥一次只能装卸一个 40 英尺集装箱。
如果一次能够装卸两个，那么理论上的装卸
速度便可提升一倍！

经过不懈的努力，2003 年，振华重工成
功发明推出了一次装卸两个 40 英尺集装箱
的岸桥，这一世界首创让振华重工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中率先胜出，为振华重工赢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殊荣，更开启了集装箱起
重机的中国纪元。

“1998 年开始，振华重工岸桥这一单一
产品的世界占有率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近十年来，振华重工岸桥的全球市场占有率
平均维持在 70%以上。”张健说。

“中国芯”背后的耕耘

由产品到精品，由单一到系统，恰如其分
地把握好时代脉搏进行转型升级，是企业长
盛不衰的关键。

“我们振华重工的优势一是国际化，其次
就是注重资源配备与集成创新，近些年在产
品智能化研发方面加大了力度。“张健向记
者介绍。

如引言中所介绍的，振华重工是洋山四
期自动化码头“大脑”的缔造者，这让记者对
振华重工的智能化研发之路有了深深的好
奇。

“2000 年，振华重工已研制出第一代自
动化引导小车（AGV）的原型机，在德国汉堡

试水之后，于 2007 年在上海长兴岛基地以
1：1 实物建成了世界首创的低碳清洁、安全
高效、节能环保的立体轨道式自动化码头示
范线，标志着振华重工的自动化码头业务在
经历了近十年的积累后，正式开始发力。”张
健说。

2012 年，振华重工的智能化研发由试验
正式走向市场。当年，振华重工携手中远太
平洋、厦门海投打造出了国内首个低能耗、
智能化的自动化码头，即厦门远海自动化码
头；2017年 5月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投产，这是
振华重工在先前经验下以 21.5个月的非凡速
度创下业内传奇……

时间拉回到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研发阶

段，据张健介绍，“大脑”缔造过程中，曾遇到
过不少技术痛点，并且由于交工时间很紧
张，振华重工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青年突击
队曾在长兴岛基地与洋山岛上进行了多次

“封闭式”的技术攻关。
“我们白天忙着调试，晚上就在‘洋山

夜总会’碰头。”振华重工研发队员之一马
矜口中的“夜总会”，实际上是“夜晚总结
大会”，白天大家各自分散去调试，“疑难
杂症”只能在晚上集体讨论攻关。“如振华
重工为洋山四期专门研发的换电站，首次
尝试了单机换电新技术，但是换电站跳闸
问题的解决就是‘夜总会’集思广益的成
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试，青年突击队不

断对小车车体、充电器和后台程序的编程
和调试进行了优化，最终确保整个版本稳
定，不再跳闸。”自动导引小车调试工程师
张宇欣说。

缔造全自动化码头的背后，其实是无数
拼搏与智慧凝结的血汗，他们也融进了振华
重工“自主创新”的精神中。

“一体两翼”的全产业链布局

如果细翻振华重工的履历会发现，很难
用一个简单抽象的“建企”或者“船企”来概
括它。

2011 年，振华重工承担了港珠澳大桥的
钢圆筒制作、运输与振沉，并为该项目全国
首创了碎石整平船和 2 艘管节沉放船，建造
了国内首个渐变式减光罩。2013 年，振华重
工自主设计建造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振海
1 号”成功下水，一举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
断。2016 年，振华重工自主设计交付了目前
起重能力位居世界第一的 12000 吨起重船

“振华 30”轮，并且在 2017 年“振华 30”轮参
与了港珠澳大桥的最终接头吊装任务。2018
年，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 2000 吨风
电安装平台正式交付投入使用。 2019 年振
华重工建造的新一代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我国高端海工从“造壳时代”真正走向

“造芯”时代。
“我们的战略布局，简单地概括是‘一体

两翼’。”张健说，“首先装备、海工制造是我
们的立身之本，其次我们要运用资本力量加
快产品的转型升级，最后我们的产品要紧跟
时代，以‘5G’‘物联网’等最新技术来进行科
技赋能。”

记者了解到，未来，振华重工将推出创新
基金、科研基金等，鼓励公司年轻人投身于
创新；振华的步伐也将在基础建设领域、新
能源领域投融资进行探索与发力，进一步立
足智慧产业，聚焦融合产业，拓展数字产业，
以全产业链创新武装向着“中国智造”高歌
猛进。

“2019 年 9 月，我们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
首个全自动化码头的‘打造者’，该项目将成
为自动化码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预
计于 2021 年完工，届时将向党的百年诞辰献
礼！”张健说。

中交疏浚跑出复中交疏浚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 全媒记者 李薇 通讯员 梁政 杜智 郭志东 文/图

中交疏浚作为中国交建旗下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业务板块之一，其旗下核心企业——天津航道

局（以下简称“天航局”）、上海航道局（以下简称“上航局”）和广州航道局（以下简称“广航局”）均

具有悠久历史，是中国疏浚业的开拓者。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世界疏浚龙头

的中交疏浚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力争防抗疫情和复工复产两条战线的同步运转？

3 月 20 日，记者从上航局、天航局、广航局了解到，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中交疏浚的这三支生

力军多措并举，强化创新意识，科学谋划，让复工复产跑出了疏浚“加速度”。

3 月 16 日，朝阳的光辉洒在浙江宁波
附近海面上，码头上停靠着数艘万吨级集
装箱船，巨大的岸桥正紧张地运转货物。
从码头向东望去，一片长达两千多米的热
闹工地映入眼帘——这就是上航局承建的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二期工程。

据介绍，该工程是国内等级最高的集
装箱码头工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
着桥头堡任务，上航局梅山项目部用心服
务，暖心“抢人”，确保了该项重点工程的
人力充足。

“你好，是河南原阳从事倒砂施工的工
友小宋吗？你和你的工友哪天到达工地，
需要项目部提供帮助吗？”为了抢到优质
的劳动资源，像这样的电话，项目部每天
不知道拨打多少个，项目部还专门成立了
返程工人联络小组，确保了解每位工人的
返程信息。记者了解到，对工人们担心的
路程防疫问题，该项目部采取一站式包车
服务，还贴心地为工人准备好一路上所需
的热水和食品。有工人说：“务工二十多
年第一次有包车来接，在这样的项目部干
活，俺觉得‘中’！”

天航局广东肇庆项目部和横琴项目部
的施工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为了保证项目

人员安全入场，他们采取了最为周密的措施：和属地
医院联合，组织项目职工及协作单位工人进行新冠
病毒抗体和核酸检测。这样一来，项目成本高了很
多，但是安全系数有了保障，为项目疫情防控和科学
复工复产上了“双保险”。

天航局蓟州项目部则另辟蹊径，解决了这个难
题——属地化用工。“疫情发生以来，蓟州区一直保
持零感染，我们可以就地用工，这样最安全。”集体讨
论时，项目班子一锤定音。采取属地化用工原则，聘
用蓟州当地有健康证明的人员，这一措施一下把疫
情对项目复工建设的影响降到最低，工程推进驶上
了“快车道”。

“你现在人在哪里？”“现场进了几个人了？”记者
了解，复工复产以来，广航局各项目部、船舶积极打
通复工复产操作链，工程部、安监部等利用视频会、
电话、微信等手段，每日与重点复工项目保持沟通联
系。同时，公司复工复产微信工作群随时更新有关
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系列政策，各项目部也积极反馈
项目复工复产推进情况。目前，广航局越来越多的
项目部开门开工，深中通道、泉惠项目等一批重点项
目均已全面复工。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二期工程堆载
用的宕渣占工程所需物资的大头，考虑
到疫情对宕渣的供应影响，上航局梅山
项目部主动出击，项目经理姜保刚专程
奔赴各地执行“抢料”任务，争取在工程
复工前做好宕渣供应准备。

“今日运输宕渣 5500 方，完成倒砂
2000方，卸载面积 1500平方米，明天需要
增加挖掘机 2台、运输车 5辆”“宕渣运输
要提早，给倒砂管道让出 2 小时进场时
间”，这是复工以来上航局梅山项目部每
日生产调度会上的对话，记者了解到，每
日的生产调度会又被称为“数字调度
会”。上航局项目部要求大家“用数字说
话”，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分析出当日的
工程进度详情和问题。

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梅山工
程实现多点同时施工，充分拓展了施工
面和机械作业空间，施工进度稳步增
长。

天航局的“天鲲号”被称为“国之重
器”。去年底，“天鲲号”来到江苏连云

港，实施连云港港赣榆港区 10 万吨级航
道延伸段工程，开始国内施工“首秀”，面
对疫情，“天鲲号”暂停了原定于大年初
六的船员休换班。截至 3 月 15 日，在船
人员为 31 人，在船超过 100 天的职工有
12 人，其中最长的 140 天未下过船，生产
未受疫情的影响。

赣榆航道工程施工区域土质复杂，
为黏土与姜结石混杂的 4、5 级土，对管
线的运输能力要求非常高，加之最远 7公
里的输送距离。“只有‘天鲲号’能担此重
任，我们再累也要保证工程按期完成。”

“天鲲号”政委霍宗杰这样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他回忆起 2 月 12 日 19 时

的那次紧急施工——当时，“天鲲号”所
属的天航局赣榆赣项目部接到了赣榆海
事处的求助电话：港区航道 319号灯浮错
位严重，“亚太 3”受困，船舶动弹不得，
船上载有 5万吨木薯粉，正是生产疫情防
控急缺的医用酒精的重要原材料。接到
消息时，天航局榆项目部青年突击队队
员们刚完成近 10小时的船舶水下管线抢

修工作，来不及吃晚饭，便立即赶赴事发
地，苦战 5 个小时后，终于打通了一条保
障防疫物资生产的进港通道！

截至 3 月 17 日，“天鲲号”累计完成

工 程 量 194.5 万 方 ，完 成 总 工 程 量 的
21.8%，平均日产量超 2.5 万方，日平均时
利率达到 95%左右，超过预设施工效率，
为后续工程开展争取了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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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拉紧“时间弦”

“硬核”下好“两盘棋”

振华重工：从“中国造”到“中国芯”
□ 全媒记者 杨雪

振华重工位于长兴的港机生产基地。 唐尧 摄

建设中的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二期工程。

安全员正在检查施工船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