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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11日下午6时，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建筑工地上再传喜讯，经过8个小时的持
续作业，大桥首个墩身顺利浇筑，标志着
大桥正式转入大体积承台施工阶段。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项目路线全长
11.2km，桥梁长度约6km。跨长江主桥
为双塔双索面结合梁斜拉桥，H型主塔，
主塔高度约230m，跨江主跨长度720m，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混全结构梁斜拉
桥。

这座赤壁52万人民翘首期盼了22
年的大桥，从2017年5月23日省发改委
正式下发文件，同意建设赤壁长江公路大
桥的那一刻起，终于从梦想走进现实。

赤壁人民：用努力实现梦想

“22年的努力，22年的祈盼，今天，总
算见到了喷薄而出的一轮朝阳！”当省发
改委批复同意修建赤壁长江公路大桥的
喜讯传来，一位年逾花甲的赤壁老人掩饰
不住喜悦的心情，当天在博客上写下了上
面这段字句。这位老人就是陈天生。

陈天生说，他是赤壁长江公路大桥的
“始作俑者”。这话不夸张。早在1992年
的7月，在《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天生，
就与赤壁、洪湖两市提出修建长江公路大
桥，并于当年11月签下了合同。12月
间，他与美籍华人，世界桥梁大师林同炎
先生签订了设计赤壁长江大桥的合同。

1993年3月，他带领30多位同仁，移师赤
壁，正式启动大桥的筹建工作。1996年
底，经历了近4年的投入，出于种种原因，
陈天生的计划搁浅，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就
此沉睡了整整22年。

但是，赤壁并没有放弃修建长江公路
大桥的梦想。

2002年，湖北裕通置业有限公司同
湖北省签订了投资修建经营仙（桃）洪
（湖）赤（壁）高速公路的意向书。公路全
长76公里，其中就包括赤壁长江公路大
桥。

2009年，赤壁市启动武汉新港赤壁
港区项目建设筹备工作，赤壁港区建设规
划初步定位是“一区”（赤壁港区）、“一园”
（赤壁港口产业园）、“三路一桥”（沿江一
级快速通道、武赤一级公路、仙洪赤高速
公路、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2010年1月23日，赤壁市委、市政府
成立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工程项目建设指
挥部，组建专班，专人抓赤壁长江公路大
桥的立项工作。2011年1月，大桥项目
申报《湖北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十
二五”规划》。当年6月，《湖北省公路水
路交通运输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赤
壁长江公路大桥列入其中。

2012年1月11日，省政府批复同意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批湖北长江段桥
梁重点建设项目的请示》。2013年3月3
日，省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采用BOT方
式通过招商引资筹资建设赤壁长江公路
大桥。2014年2月17日，省政府批复同
意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采取BOT+EPC方
式进行投资人招投标。2015年 5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交
通基础设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试点项
目的通知》，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纳入
交通运输部第一批11个试点项目中。

这是赤壁人民一年年不懈努力的结
果，是赤壁政府一届一届接力传递的成
果，终于，圆了赤壁人民的梦，也圆了陈天
生的梦。

中铁大桥局：用智慧跨越天堑

60年前，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将千百年来中国南北两岸
人民跨越长江的梦想变成现实；60年后
的今天，长江上已建在建的现代化桥梁已
逾200座。这些梁式桥、斜拉桥、悬索桥、
拱式桥，让天堑变通途，也开创了一个又
一个的世界纪录。

“今天，赤壁长江公路大桥也开创了
一项世界纪录。”中铁大桥局赤壁长江公
路大桥项目部二分部总工程师尹振君自
豪地说：“大桥主跨720米，是目前世界上
钢混全结构斜拉桥中跨度最大的。”

去年11月，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开钻，
就在开钻连续箱梁滩涂桥钻孔桩时，施工
现场发现了异常。在长江岸边，沙土、灰
岩的厚度超出了施工的预期，有25米到
30米厚。加之沙土及灰岩下面地质复
杂，斜岩面、溶洞发育、溶洞顶壳薄，更让
人始料不及的是，里面的溶洞也大，最大
的竟然高达29.8米。在这样复杂的地质
环境下施工有很大安全隐患，最大的隐患
就是容易在施工过程中导致大面积的塌
孔，造成安全事故。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尹振君将项目部

技术人员召集起来，商量解决的办法。最
后经过精密的技术考证，决定采用预注浆
处理，将溶洞进行填充。然后在施工过程
中，将钢护筒跟进到岩层，对沙尘进行防
护，以防塌孔。

经过一系列测试后，工程施工顺利进
行，1750米的连续箱梁滩地桥桩基钻孔
过程中，没有出现意外事故。

同样的问题在4号主塔墩桩基浇注
施工时也出现过。但这一次，尹振君已经
胸有成竹，针对性地采用钢护筒跟进、预
注浆固结、片石黏土回填，一系列的处理
措施步步跟进，确保了施工过程的安全和
质量。

“4号主塔墩施工真正有难度的是在
双壁围堰的下放。”尹振君介绍，4号主塔
墩承台的施工，要求干作业，所以必须进
行围堰下放封底。4号主塔墩围堰总高
度27米，由于高度的限制，施工分底、中、
上3节次施工。

尹振君和工程师们一起，抢抓时机，
排除困难，从5月13日4号主塔墩首节双
壁钢围堰下放，到6月9日，就完成了围
堰整体下放全部到位，为下一步主塔墩围
堰在洪水前封底占据了有利时机，同时也
为4号主塔墩大体积承台施工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是国家发改委发
布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
目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长江上首个采用

“PPP”模式建设管理的项目，同时是世界
钢混全结构梁斜拉桥中跨度最大的长江
公路大桥，四年之后，必将为长江两岸文
化旅游、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赤壁推进双向挂职

一线培养识别选用干部
本报讯 通讯员邓念山、王烨城报道：近日，赤壁市委

审议通过《关于推进机关与基层干部双向挂职锻炼的实施
意见》，进一步加大一线培养识别选用干部力度。

根据意见精神，该市将定期从市直单位选派一批干部
到乡镇基层挂职锻炼，定期选派基层一线干部到市直机关
或重要部门挂职培养。挂职干部与原单位工作“脱钩”，挂
职期间工作表现作为今后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第一批
挂职锻炼干部选派工作已经启动。

“推进干部双向挂职锻炼，目的是引导干部在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征地拆迁主战场和脱贫攻坚、维稳处突、乡
村基层最前沿，锤炼党性、奉献事业、施展才华、练就本领，
着力解决当前干部队伍存在的青黄不接、后劲不足的问
题。”赤壁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成毅介绍。

诚于心惠于民

赤壁中医医院服务基层惠民生
本报讯 通讯员蔡梅、胡元春报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专家免费服务，真是太好了！”6日上午，蒲圻办事处陆
水社区居民王大爷做完身体检查后，感激地说。

为了提高市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对疾病早发现、早干
预，科学地防病治病，当日上午，赤壁市中医医院抽调相关
科室技术力量，组成专家医疗小组，来到陆水社区，免费为
居民提供检查、健康咨询等服务。

问诊、测血压、查血糖、做心电图…专家们一边仔细给
群众检查身体，一边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同时，发
放各种健康宣传资料，讲解卫生保健知识，对常见病、多发
病的预防诊治更是做了细致的讲解。

此次义诊是该院开展“中医中药乡村行”，进乡镇、进
社区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项活动，既宣扬了中医“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念，也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为群
众办好事、办实
事的惠民措施之
一，拉近了医患
距离，和谐了医
患关系。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首个墩身顺利浇筑
11日下午6时，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首个墩身顺利浇筑。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位于三国赤壁古

战场上游约6公里，是构建天门至赤壁一
级公路跨越长江的关键性控制工程。项
目线路全长11.2公里，总投资32.5亿元。

通讯员 冷朝乾 摄

用努力让梦想照进现实
——记赤壁长江公路大桥的建设者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富清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张燕燕报道：
近日，国家发改委委托国家信息中心发布
《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月报》，赤壁市在全国
362个县级市中，信用指数排名第五。

该市以深化社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应用为重点，抓住信息归集、信息披露、
信息应用、信用主体权益保护这条主线，
推动信用赤壁建设。对全市40多家市直
单位汇集系统进行统一分配与授权，做
好信用信息共享工作，建立常态化的信

用信息归集机制，全市所有市直单位已
开通了电子政务外网；做好“信用赤壁”
网站建设，对诚信典范企业在相关媒体
进行推送；抓好信用修复工作，全面履行
失信单位行政处罚，主动对失信企业进
行信用修复；全力创建国家社会体系建
设示范城市，清理化解涉执行信访案件、
涉金融债权案件等，强力开展涉黑财产
刑事案件“雷霆行动”，铁拳治理老赖，开
展麻将馆、棋牌室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报道：近日，
为促进全民阅读，推进文化赤壁建设，
由赤壁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全民
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赤壁
广播电视台承办制作的《文化赤壁·经
典传唱》栏目在赤壁广播电视台全媒体
推出。

《文化赤壁·经典传唱》是一档朗读、
音乐类综合文化专栏，旨在通过在全市
范围内广泛持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助

力经典文学、传统文化和地域风情走进
大众、走进生活，进一步营造全民读书、
终身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书香赤
壁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该栏目贯穿全年，每月推出四期，通
过赤壁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进行展播，还
将从中评出12个优秀诵读作品，以舞台
展现的形式参与11月举行的精品节目展
播活动，届时赤壁电视台将全程录播，云
上赤壁将现场直播。

诵读中华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文化赤壁·经典传唱》栏目开播
信用指数全国县级市月度排名第五

赤壁全面构建社会信用体系

赤壁入选

省知识产权强市工程示范市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魏湛报道：近日，湖北省知识产

权局发布2018年湖北省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市、区）
名单，赤壁市以评分排名第五的好成绩跻身于7个2018年
湖北省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市、区）之列。

近年来，该市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抓
手，以加大知识产权工作的宣传、培训为重点，以增强保护
意识、扩大总量、转化运用为主要任务，积极完善管理和服
务体系，不断强化工作措施，知识产权工作水平得到大幅
提高。

自2010年以来，该市共申请专利1928件，其中发明专
利583件、实用新型专利765件，发明专利占总申请量的
30.2%。

黄盖湖镇开展

村庄垃圾处理拉练检查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连日来，黄盖

湖镇组织镇党员干部、城建专班、村（社区）书记20人开展
村庄环境整治垃圾收集处理拉练检查活动。

此次活动，对全镇6个村（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拉练
检查，实地查看了房前屋后存量垃圾整治成果。

该镇要求把握此次环境整治月的机遇，努力向先进
单位学习，提高全镇的环境质量。突出重点，各村明确
自身环境整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下大力气做好村容
村貌整治工作。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巩固全镇环境整
治已取得成果，促进全镇环境卫生整体长期保持良好状
态。

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对此次拉练检查活动感慨颇深，
纷纷表示，虽然村庄环境大有改观，但要维持相当不易，垃
圾收集处理工作任重而道远，要加强宣传，让环境美化深
入人心，杜绝垃圾随手乱扔现象；要选派责任感强的人员，
抓好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赤壁城投公司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徐倩云报道：“加快脱贫步伐，

要着重增强‘造血’功能，实施产业扶贫才是拔穷根、管长
远的关键。”10日，赤壁城投公司扶贫工作队相关负责人在
官塘驿镇双丘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说道。

双丘村位于赤壁市北端，西临陆水湖，是一个林业、农
业资源丰富的山区村。

立足该村已有的竹木资源，赤壁城投公司同村委会多
次会商，并成功帮助该村引进一家竹产业加工企业——湖
北尚尔达竹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竹展板、地
板制品，可解决该村60人就业问题，目前企业厂房建设已
基本完工，预计今年七月份可投入生产。

赤壁城投公司立足企业责任，投入真金白银助力精准
扶贫，先后投资180万元用于官塘驿双丘村主街道改造，有
效解决该村主街道因老化破旧导致村民出行难的现状。
目前，改造工程已完成80%。

本报讯 通讯员宋明亮报道：“身患
高血压，夏日还能畅快游泳吗？”10日，赤
壁市民蔡大炎的手机上收到这样一则科
普文章。这是该市疾控中心慢性病健康
管理师团队通过微信公众号，定向推送的
信息。

这是赤壁市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的缩影。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人口老龄化以及生态环境不断变化，该市
慢性病的发病呈现不断增长态势。

针对慢性病健康管理需要较长时间
的特点，赤壁市疾控中心突出全方位宣
教、全过程管理，以心血管病高危人群为
重点，健康管理师团队深入到居民家中定

期家访，针对居民的健康指标和生活方式
问卷调查等内容，制定个性化的饮食、运
动干预方案，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健康需
求，确保了他们高危指标的逐步转归。

同时，该中心通过开展居民小组健康
活动，激发群体从众心理，逐步让居民建
立了“自己才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达到了在没有健康管理师的参与下，居民
自觉开展自我健康管理活动的目标。

目前，赤壁市已接受健康管理的高血
压患者数为43881人。糖尿病患者数为
14811人，该市已通过湖北省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的考核验收，正在向国家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力迈进。

全方位宣教 全过程管理

赤壁奋力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系列报道（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