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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脉动——

交通强国新征程交通强国新征程

数读新闻

兹 有 下 列 三 艘 船 舶 ：1、
“六航工 69”船主钱义强；2、
“六航浮 9999”船主顾金发；3、
六航浮 168 船主徐观胜。船舶

产权证上登记为本公司所拥

有的产权，而实际产权是上述

船主挂靠本公司的。但这些

船舶至今未年审且船主没有

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因此我

公司登报声明：上述船舶 15 日

内到船籍港办理产权变更或

转港手续，从即日起三艘船舶

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均与我公

司无关，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和

义务。

特此声明

泰州市六航运输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9日

九月，惠风和畅，阳光照在潍坊
滨海欢乐海沙滩上，湛蓝的大海上
帆影点点随波起伏，伴随着嘹亮的
汽笛声响，来自全国的帆船运动精
英在海上驰骋竞逐。

欢乐海国际游艇码头由中建筑
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建筑港”）
承建，位于莱州湾南岸白浪河入海
口东侧，在潍坊港中港区与欢乐海
防波堤之间，规划设计游艇泊位 741
个，是一个集商业街、游艇俱乐部会
所、专业游艇服务等多项功能于一
体的国际化游艇码头。

坚定信念 书写奇迹

从盐碱荒滩到处处生机，欢乐
海滩的“蝶变”令人赞叹。

2020 年 5 月 9 日，著名作家莫言
来到欢乐海国际游艇码头参观，他
了解了码头的建设情况和市场前
景，由衷地赞叹道：“这一路走来，感
觉完全是一种新的风貌、新的格局，
昔日荒凉的海滩已经变成朝气蓬勃
的热土，真是超乎想象。”但谁能想
到，莫言口中这样一片热土，几年前
还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早年，潍坊北部沿海是一片广
袤无垠、寸草难生的盐碱滩，“春冬
白茫茫、夏天水汪汪、旱了收蚂蚱、
涝了收蛤蟆”是这片盐碱地当年的
真实写照，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无奈
感叹。 2016 年，中建筑港人来到了
这片海滩，“建好一座码头，保护一
方生态”的信念从一开始就在他们
内心扎根生长。

相比码头建设，盐碱地的景观
绿化问题更加棘手。为探索有效的
生态改良措施，中建筑港成立了由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鲁工匠”领
衔的技术攻关小组，经过多次探讨
研究和试验对比，最终确定了“增加

防碱隔离层—换填种植土”的施工
方法，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方法的弊
端，土壤改良后，区域绿化植物成活
率高达 98%，满足了《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对成活率的要求，
确保了长期栽植效果。

不仅如此，滨海地区气候干燥
风力大，施工时容易产生扬尘污染，
为了守住这一片来之不易的“绿色
天地”，中建筑港成立了环保小组，
加强日常扬尘污染管理，制定了洒
水、喷淋、裸土覆盖、垃圾回收等一
系列措施，最大限度抑制扬尘污染，
营造绿色施工环境。 2019 年，该项
目获得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建
设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治理

“绿牌工地”。
除了绿色施工，中建筑港人在

通过景观建造改善自然环境方面也
做出了积极尝试：通过建立遮挡物
来阻挡滨海强风，从遮挡物形式和
体量的变化上增加场地的起伏韵律
感和人们的参与体验性；通过抬高
地形使植物根系脱离盐碱土壤的方
法提高植物成活率，夏季还能起到
避暑遮阴的作用……一项项环保措
施、一种种改良方案，都是中建筑港
人“绿色智慧”和“绿色情怀”的体
现。

如今，昔日的盐碱滩已蝶变成
美丽的生态现代海洋城，广大中建
筑港建设者像塞罕坝人那样，创造
出将盐碱地变为国际化游艇码头、
现代化生态绿洲的奇迹，成为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破解难题 打造亮点

在游艇码头的建造过程中，建
设者们不断地遇到难题、解决难题。

由于码头体量大、泊位多，建设
中使用的混凝土方块和板桩数量众
多，其中混凝土方块型号共有 76
种，板桩型号共有 28 种，模板加工
改造频繁，衔接工序复杂。

建设之初，游艇码头的建设者
与“中建起重 6”船组联合，对施工
材料进行分组分类、优化运输和衔
接，同时努力克服码头水浅、作业区
域小、施工船舶多等困难，顺利完成

了吊运安装，为后续施工的开展积
累了经验。

作为海洋基地建设尖兵，中建
筑港建设者们充分发挥水工方面的
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攻克建设过
程中的各种难题：采用大型整体式
钢模板，解决悬挑平台跨度大、模板
支拆难度大的问题；采用国家专利
技术——拉簧固定游艇泊位浮箱，
解决浮箱随潮水起落问题；通过将
护栏底座由现浇变更为预制安装节
约工期、提高混凝土表观质量；优化
配合比设计，改善浮箱薄壁混凝土
浇筑问题等，成功地将这些施工“难
点”变成了技术“亮点”。

混凝土板桩在水中不仅作为基
坑支护结构，而且能起到直立护岸
的作用，还可以供游艇停靠，但在安
装板桩时，中建筑港人又遇到了一
系列难题——

工程中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桩的
长度最长达到 17.5 米，重量超过 40
吨，比常见的钢筋混凝土板桩重
40%左右，这样的体积极大地增加
了施工难度；此外，板桩之间的连接
榫槽间隙仅有 2 厘米，精度要求严
格，且板桩轴线多为弧线，测量控制
繁琐；地质方面，潍坊区域表层土体
多为砂性粉土，稳定性差，遇水极易
坍塌，并且施工区域 -9.0 米以下有
粉质黏土层，穿透难度增大，种种状
况使得安装困难重重。

“大体积混凝土板桩沉桩是这个
工程的重点，也是修建码头的基础，
再难我们都得想办法做好！”时任欢
乐海游艇码头项目部总工张雨说。
当时国内尚无大体积混凝土板桩安
装的施工先例，面对错综复杂的难
题，中建筑港紧急组织内部专家及技
术骨干召开板桩沉桩工艺专题讨论
会，经过多次研讨和试验，确定采用
松土成槽、锤击送桩的施工工艺，通
过下垫钢板等辅助措施克服施工困
难，最终深入海底 13米，成功安装了
当时国内最大体积的混凝土板桩。

此次大体积混凝土桩安装成
功，为此后国内大体积混凝土板桩
应用带来了广泛的前景。 2017 年，

“海上超深大型钢筋混凝土板桩沉
桩施工工法”获得国家专利。除此

之外，水工项目还有其他 6 项工法
获得国家级专利，在技术先行和创
新创效的道路上成果显著。

多措并举 有序推进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再
次给项目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中
建筑港迅速响应，制定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通过不
同区域分开施工等措施确保防疫、建
设两不误，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地下管
网（75km）绿化乔木栽种的施工节点
目标，实现了生产经营的有序推进。

另外，建设水工项目时正值冬
季，混凝土对抗渗、抗冻的要求高，
潍坊地区冬季寒冷多风的气候再次
增加了施工难度，中建筑港人努力
克服冬季施工、天气恶劣等不利因素
的影响，通过开展“决战四季度、大
干 100天”劳动竞赛，科学组织施工、
优化资源配置，保证了项目顺利有序
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者们从不
吝惜对质量和细节的把控，这一点
从道路铺装上便可见一斑。

铺装石材前，施工人员提前根
据道路的图形线条进行排版，优化
石材加工尺寸，施工前先按排版图
放线并用河沙找平试铺，铺装时严
格控制平整度、线型和缝宽均匀度，
各个环节都精益求精。铺设主道路
时，为防止内装修时重型运输车辆
对路面造成损坏，中建筑港人将原
设计的石材铺装变更为沥青砼道
路，优化后堤坝路提前 8 个月投入
使用，道路施工工期缩短了 40 天左
右，节省造价约 105万元。

……
在欢乐海项目的建设中，中建

筑港人充分发挥“4+N”业务模式，
不断打通多元发展通道，延伸业务
拓展广度，全面护航这座“水工强
力领航、房建特色鲜明、景观协调
统一”的综合性工程。项目建成
后，游艇码头将与北侧的国际风筝
冲浪广场相结合，成为潍坊滨海游
艇和帆船文化的主阵地，打造出黄
河三角洲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
名片。

□ 通讯员 胡顺静 武静瑶

盐碱荒滩变身欢乐海滩
“目前，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已完成土建

部分勘查及施工图设计的比选和编制工作，土
建配套、天线和设备部分招投标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10月 11日，记者从大连通信中心了解
到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的新进展。

大连海岸电台是我国沿海 16 座中高频海
岸电台之一，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

1928 年，大连海岸局正式成立，开通了与
船舶的无线电通信业务；1957 年，成立了由石
槽收信台、石庙发信台组成的大连航务无线电
台；1988 年，大连海上安全监督局开启了第一
次扩建工程；1994 年，扩建后的大连海岸电台
成为国内首批由发信台、收信台和中控台组成
的“三址式”海岸电台。

来往船只一年又一年地走过，大连海岸电
台日夜不息地负荷运行，使得电台的机线系统
设备故障频发、台站基础设施破败、系统运维
手段落后等问题日益突出，难以保障海上通信
效果。进入新时代，大连海岸电台迎来了发展
新要求、新课题，亟待升级改造。 2016 年，大
连通信中心正式成立，负责大连海岸电台的日
常运行，海岸电台各项工作由此迈上新台阶。

《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路支持系统“十三五”
建设规划》和部海事系统计划装备工作计划的
发布，为海岸电台的发展提供了遵循、指明了
方向。大连通信中心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贯彻
落实各项部署，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合理组织、
专兼结合，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了大
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

海岸电台改造工作千头万绪，为改变被动
局面，大连通信中心克服人员短缺、经费紧
张、设备落后，经验不足等困难，采用“走出去，引进来”模式开展改
造工作。成立调研小组，派遣业务骨干赴广州、上海、天津海岸电
台，学习各海岸电台在整体改造工程项目中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
法。同时，邀请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专家走进大连海岸电台，为电台的改造提供了宝贵意见。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2019年 4月至 8月，大连通信中心先后配合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交通运输部部海事局、交通运输部
规划司，开展了《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并
完成上报工作。2020年 1月 7日，《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得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正式落地。

为确保改造工程的规划、建设工作有序开展，大连通信中心按
照主管部门对《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以
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部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要求，规
范内部管理，严抓进度要求，紧跟技术前沿，细化工作安排，先后成
立改造工程项目领导小组及改造工程项目工作小组，启动“规范管
理年”活动，开展“六个一”工程等。

在此期间，大连通信中心详细调研设备规格、价格，多次开展集
中办公，于 2020 年 4 月完成了初步设计文本的编制和上报工作。同
年 6月 24日，大连海岸电台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就得到了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的批复。

记者了解到，改造后的大连海岸电台将为海上搜救、海事执法
和航海保障提供更好地支持与服务，并为我国海上安全通信的发展
和全国海岸电台布局的优化奠定基础。

泰州市六航运输有限公司告示

本 报 讯（全 媒 记 者
黄理慧 通讯员 陈栎）10
月 9 日，随着最后一节顶
板顺利浇筑完成，国内在
建最长水下隧道——全
长 10.79 公里的苏锡常南
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主
体结构施工全部完成，隧
道实现全封闭。

记者了解到，太湖隧
道是苏锡常南部高速公
路关键控制性节点，在太
湖梅梁湖水域“一隧穿
湖”。隧道横断面采用折
板拱两孔一管廊形式，两
侧行车孔单孔净宽 17.45
米、净高 7.25 米，中间为
管廊，采用堰筑法从岸边
向湖中逐段分仓推进。

太湖隧道首节底板
混凝土于 2018 年 7 月成
功浇筑。共计 3000 余名
建设者奋战 1200 多个日
日夜夜，逐步实现了首节
顶板浇筑、首次回水作
业、隧道围堰合龙、底板
贯通、顶板封闭等重要节
点，共同见证了这条未来
隧道的“卧湖成长”。

目前，除隧道外路面
工程累计完成 86%下面
层、62%中面层、30%上面
层，房建主体工程已完
成，交安设施、三大系统
等附属工程正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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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1日，佛山凤翔大桥钢箱梁开始吊装施工，佛山海事局安排执法力量对施工水域实施交通管
制，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和施工水域水上交通安全。 龙巍 张植凡/文 韩星辉/图

本报讯（通讯员 张瀚文 全
媒 记 者 周 佳 玲）近日，长江干
线宜宾南溪段广福门水域一橙
色类似“电鱼”的物体在水中急
速穿梭，引来了岸边群众纷纷
围观。经了解，原来是宜宾南
溪海事处正在进行智能救生器
的模拟训练。

据海事部门人员介绍，智能
救生器是水上应急搜救的一大
新型智能装备，与传统救生设
备相比，该设备操作灵活，便于
操控，具有自航动力，适用于在
船艇难以抵达的浅水区域对落
水遇险人员进行救助，能很好
解决海巡艇救援存在的盲区问
题，能够克服水流等不利影响
快速抵达遇险人员身边，是科
技赋能海事水上救援工作的重
要体现。

据悉，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智能救生器在宜宾海事水上
应急搜救首秀上即取得了“三
分钟成功救起遇险人员”的亮
眼成绩。“当时落水人员就在趸
船外被沿江冲下，海巡艇靠不
过去，随即我们就把智能搜救
器抛了过去。”宜宾翠屏海事处
执法人员回忆，“我们利用遥控
器操纵救生器驮起落水人员靠
向岸边，整个搜救过程仅 3 分
钟，救援效率大大提升！”。

目前，宜宾海事局在翠屏、
南溪海事处各配备了 1 个智能
救生器。自该设备配备以来，
宜宾海事局常态化组织执法人
员开展智能救生器的实操训练
50 余次，并已利用该设备开展
应急救援工作 15 次，充分发挥
智能救生器快捷、灵活的救援
特点，大大提高了水上应急救
援工作成效。

宜宾海事投用智能救生器

本报讯（全媒记者 龙巍 张植
凡 通讯员 蒋柏明 伍俊杰）1—9
月，钦州市共组织海上险情救助
19 起，遇险船舶 21 艘次，救助成
功 21 艘次，遇险人员 148 人，获救
人 员 143 人 ，人 命 救 助 成 功 率
96.6%，为社会各界挽回经济损失
超亿元。

钦州市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
主任、钦州海事局副局长欧建华

介绍，钦州海上搜救中心为维护
通航秩序安全，推出“半幅通航半
幅施工+临时管理（窗口期）”监管
模式，以钦州港东航道施工扩建
为重点监控区域，航道实行“施工
通航窗口期”，破解了“重大水工
项目建设”和“港口安全生产经
营”难兼顾的矛盾，保障钦州港东
航道施工全线竣工，有效防范事
故险情发生。据了解，施工期间

未发生一般等级以上事故。
另据了解，钦州海上搜救中

心将于近期对符合 2020 年度奖励
和补偿条件，并具有典型代表意
义的 13起救援行动参与集体和个
人给予奖励或补偿共计 38.76 万
元 ，其 中 奖 励 参 与 搜 救 集 体 17
个，共 10.9 万元；奖励个人 174 人
次，共 15.86 万元；补偿船舶 12 艘
次，共计 12万元。

1—9月钦州海上搜救中心共救助 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143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近日，本报收到船员咨询，内河
船舶船员《适任证书》损坏、遗失补
发应向哪里申请？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船员
《适任证书》损坏、遗失补发须向原
证书签发机关申请证书。

全媒记者 魏鋆依

本报讯（全媒记者 康承佳
通 讯 员 冯 晓 光）日前，在威海
引航站引航员的精准引领下，
32 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巴西丸”
轮顺利靠泊鑫弘重工船厂，成
功刷新进出石岛港区的最大尺
度、最大载重吨散货船纪录。

记者了解到，巴拿马籍超大
型散货船“巴西丸”轮，船长 340
米，船宽 60米，32.7万载重吨，甲

板面积相当于 3个标准足球场。
为做好疫情防控和该轮的

安全靠泊工作，威海引航站组
织石岛分站到码头现场对港池
水深和当日气象情况进行研判
分析，并选派两名高级引航员
共同执行该轮引航任务。该轮
进港靠泊一切按计划顺利推
进，最终仅两个小时便顺利靠
妥鑫弘重工船厂东三泊位。

威海港引航站引领32万吨
超大型散货船靠泊船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