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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书写工程传奇
见证时代进步
□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 张宏

在历史上的数千年间，黄

河这条地上巨龙，把中州大地

一分为二，阻断了南北交通，

使人民望河兴叹。改革开放

之后，在广大人民的翘首企盼

下，我们终于在郑州这样一个

交通咽喉地带，在浩浩大河之

上建起了一座凝聚着人民智

慧与力量的现代化公路大桥，

在我国桥梁建筑史和交通史

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最初参建郑州黄河公路大

桥，我们成立了以省交通运输

厅领导为组长，集合设计院、科

研院、工程局、公路局等全省交

通干线工程设计人员组成的设

计组。如今，我们任何一个机

构甚至一个部门，都可以承担

设计一座黄河大桥项目，且桥

型更复杂。过去干工程，有什

么样的装备设计什么样的方

案。现在是你无论怎么设计，

我们都有能力制造一些专门的

设备来完成。改革开放 40 年

来，从设计到施工，我们的工程

技术水平得到巨大提升。

黄河大桥的建设随着时

代的进步迅速发展，我省黄河

大桥建设已从原来单纯满足

运输、通行能力，向如今桥梁

设 计 兼 顾 景 观 、通 畅 功 能 转

变，更安全、耐久、适用、环保、

经济和美观。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黄河大桥，正书写着中国

工程一个又一个传奇，其建设

历程，也是一部中原儿女砥砺

奋进的历史。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整理）

风云录风云录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本报讯（记者 王映）7 月 16日，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到脱贫攻
坚联系点濮阳市台前县，调研指导脱
贫攻坚工作。

黄强一行先后来到台前县华电光
伏发电项目基地、吴坝镇奶驴养殖基
地、夹河乡精准扶贫就业基地、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县城安置区项目工地、台
前县电商产业园等，调研产业扶贫和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并走访贫困
户了解各项惠农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强指
出，台前是我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难度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思想，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

脱贫攻坚作为发展头等大事和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坚决打赢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要坚持结果导向、问题导向，
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推进各项脱贫工
作；要大力培育富民产业特色产业，让
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各帮扶
单位要科学制定帮扶计划，做好精准
文章；要高度重视廉洁从政，扶贫领域
的每一分钱都要管好用好。

黄强强调，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
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来不得半点含
糊。要加快推进安置区工程进度，狠
抓工程质量，让群众住得安心放心；
要把安置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结合，强
化产业支撑，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③5

本报讯（记者 刘勰）7 月 17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
任任正晓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
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关于推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任正晓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进一
步提升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和思想自觉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要把

“两个坚决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
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大局中谋
划，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要全
面提升政治能力，始终坚持执纪监察
强党建、为人民、促发展，聚焦履职担
当、强化执纪问责，为敢抓敢管、真抓
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加油鼓劲、撑腰
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
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要
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努力形成以担当
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
围。要扎实抓好委机关党的政治建
设，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始
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
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上作表率，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的模范机关。③9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7月 17日，
河南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宣讲活动走进开封。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环保厅副厅长王朝军作宣讲报告。
报告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
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丰富内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
统地宣讲，对开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坚决打好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要求。

开封市委书记侯红主持报告会，
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从落实“两个坚
决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推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往深里走、往群众心里走，更
好地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快形成
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强大合力，进一步推进绿色
高质量发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河南自贸试

验区开封片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肖文
兴会后表示，“作为开封改革开放的最
前沿，我们要坚决打好打赢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以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开封落地生根，让开
封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开封篇
章！”③5

本报讯（记者 刘勰）7 月 17日，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
精神学习调研培训动员会在郑州召
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

穆为民指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担当作为、转变
作风，拿出务实举措，一步一个脚印
把会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省
委组织开展学习调研，主要目的是与
各地各部门共同学习，共同研究，共
同推动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穆为民强调，各学习调研组要珍

惜难得的学习提高机会，沉下心去、扑
下身子，向基层学、向群众学、向实践
学，汲取营养和智慧，提高调查研究能
力、群众工作能力、服务基层和群众能
力、总结经验和捕捉问题能力。要在吃
透会议精神、把准任务要求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与各地各部门一起认清优
势所在，总结经验做法，找准短板不足，
更好地吃透上情、下情和自身情况，抓
结合促转化、走对路多出彩。要加强组
织协调，及时反馈信息，强化成果运用，
严守工作纪律，以严实的作风确保学习
调研活动取得扎实成效。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7 月 16日，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到永城市
就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
委工作会议精神开展调研。

调研期间，赵素萍深入演集镇丁
楼村、教育园区建设工地、文化广电旅
游局、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歼灭战纪
念馆等地，详细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和
基层党建情况，与干部群众亲切交流。

赵素萍指出，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暨省委工作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描绘了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蓝图，为各行各
业争先出彩提供了广阔平台。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统筹资源力量，创新方法载体，推动全
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赵素萍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要增强出彩意识、创新出彩实践。要紧
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大力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心、
志愿服务中心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凝
聚人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融合实
施文明城市创建和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推进书店、电影院等文化场所建设，不
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③9

赵素萍在永城市调研时强调

以高质量宣传汇聚起
中原出彩的磅礴力量

任正晓在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强调

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做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

黄强在濮阳市台前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
工作时指出

坚持结果导向 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穆为民在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
会议精神学习调研培训动员会上强调

沉到基层学习调研 深入一线共抓落实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活动走进开封

形成社会合力 推进绿色发展

黄河大桥：巨龙卧波筑通途

第一桥 承载一段历史

有人说，一个好的建筑是凝固的音
乐，是立体的诗。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改革开放后
我省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就是一首意
境悠远的交响曲，一首动人心魄的史诗。

1986 年，一座现代化公路大桥，越
激流、跨险滩，巍然飞架在大河之上。

而在此之前，在我省上至洛阳、下至
豫鲁省界的 400多公里黄河河道上，没
有一座公路桥梁。1970年，黄河老铁路
桥被改作公路桥用，仅供汽车单向交替
行驶，车多路窄，经常“肠梗阻”。最早参
加郑州黄河公路大桥设计建设、如今是
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的刘东旭说，“那时人们如果

从新乡到郑州开会，凌晨两三点就得去
桥头排队，运气好的话，早上七八点过
河，开完会回来还得排队等过河。”

1983年，拖了多年的建桥动议终于
开始付诸行动。然而，在黄河被称为“豆
腐腰”的河道上造桥，工程异常复杂艰
巨。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的建设成功，是
举全省之力、社会各有关方面通力协作
的结果，最关键是解放了思想，勇于改
革。”刘东旭说，比如打破常规，实行跨部
门多家分段承包施工的竞争机制，实行
严格的目标管理和责任制，调动了各方
面的积极性。

从大桥设计到施工，郑州黄河公路

大桥成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科学技术。
在大桥建设中，大直径混凝土钻孔灌注
桩、大吨位预应力钢绞线 XM 张拉锚固
体系在我国桥梁建设上首次使用。还有
水上泥浆循环系统、超声波检测等多种
新技术的应用，保证了质量，简化了工
艺，提高了工效。

这座由我省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
工的现代化特大桥梁，从 1984 年 7月 5
日开工，到 1986年 9月 17日竣工，只用
了两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建设速度之
快，工程质量之优，创我国公路桥梁建设
的奇迹。

从此之后，一桥贯穿南北，轻车飞跃
黄河，天堑变为通途。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以郑州、新乡和
开封为顶点，正好形成一个较为规整的
三角形。于2016年 9月开工的官渡黄河
大桥横跨天堑，就如同一把插在这个“三
角锁”锁孔上的钥匙。

官渡黄河大桥因距离官渡之战遗址只
有20公里而得名，双向八车道设置，计划
明年竣工。因该桥是目前河南境内干线公
路在建最宽的黄河大桥，号称“第一跨”。

“黄河大桥的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
的发展步伐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省交通
运输厅公路管理局副局长靳明介绍，近
年来郑州等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道

107已逐步被城市包围，公路客货运与城
市交通重叠、道路功能不明确的问题逐
渐凸显，官渡黄河大桥就是国道 107改
线后跨越黄河的咽喉工程。

作为修建在黄河上的特大桥，官渡
黄河大桥与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一样都面
临着复杂的地质条件，而施工规模的扩
大和设计标准的提高，也给桥梁的建设
增添了很大的难度。

不过，今时已不同往日。“更先进的
技术手段，更充裕的人才队伍，更灵活的
投资机制，更规范的管理模式等，已全面
应用到大桥建设中。”省交通运输厅总规

划师张宏表示。
“我们积极打造‘智慧工地’，可以

说，这是黄河上科技利用率最高的一座
桥。”河南官渡黄河大桥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宝说。通过引进和自主设计与创
新，施工人员完成了对大桥建造过程中
技术难点的各个击破。

在施工现场，记者深切感受到了移
动互联网、云数据、VR等一系列高科技
在项目施工中展现出的力量。

“大桥建成后，将大大缩短郑州到新
乡的时间。郑、汴、新三座城市的联系交
往将变得更紧密。”陈宝说。

一串桥 助力经济腾飞

1970年—1980年，我省建设了 1座
黄河大桥（铁路桥）；

1980 年—1990 年，1990 年—2000
年，2000年—2010年，我省分别建设了2
座、4座、5座黄河大桥；

目前，位于河南境内的各类黄河大
桥已达15座。到2020年前，我省还将建
成通车7座黄河大桥。

黄河大桥的建设速度和数量，与改
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这些黄河大桥的建成通车，使我省公路
网和铁路网不断完善，对促进我省南北
经济交流，推动中原城市群建设发挥了
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省黄河上不仅大桥
数量多、长度长，而且荟萃了世界上多种

先进桥型。”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斐然说，得益于
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改革
开放以来，河南黄河大桥建设屡屡创下
国内外建桥纪录，在我国桥梁史上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郑新黄河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上第
一座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
和公路混合特大桥。桥上火车时速可达
350公里，创下世界特大型桥梁通行速度
的新纪录；其三主桁、斜边桁钢梁结构在
世界桥梁建设中系最先采用；运用的“多
点同步顶推”技术，在顶推最大跨度、总长
度和总重量方面均创“世界之最”。该桥
被授予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2004年建成通车的刘江黄河公路大

桥，则被誉为“黄河上最漂亮的大桥”。
这是黄河上第一座多跨钢管拱形特大
桥，8个跨度均为100米的巨型钢管混凝
土拱，耸立在平坦的桥面上，使得蓝色的
桥体看上去蔚为壮观。

桃花峪黄河大桥是三跨双塔自锚式
悬索桥，该桥主跨为 406米，是世界上同
类型桥梁跨度之最。

……
这一座座桥梁，也是我省交通发展

的一座座丰碑，共同见证了经济社会的
飞速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彩虹腾飞看中原，黄河两岸写新
篇。一座座黄河大桥就像一把把钥匙，
打开便捷交通的大门，书写时代巨变的
壮丽诗篇。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7月 17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新开发银行将提
供3亿美元贷款（折合人民币约20亿
元）用于建设洛阳市轨道交通一号线
项目。这是我省获批的第一个新开
发银行贷款项目，也是截至目前我省
获批贷款金额最大的政府外债项目。

洛阳市轨道交通一号线项目全
长 22.35公里，概算总投资 180.28亿
元，共设车站18座，出入口119个，平
均站间距约1.3公里。目前项目已经
开工，预计2021年正式通车。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始终把对外
开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战略，积极推动引资、引技和引智的
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利用政府外债的
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有效缓解了我
省建设资金不足，促进了我省经济社
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自 1984年我省开始实施第一个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以来，截至2017年
底，全省各类政府外债项目共计 305
个，计划总投资1606.58亿元，实际完
成投资 1169.79亿元；协议贷（赠）款
74.84 亿美元，实际用款 55.07 亿美
元。项目涉及工业、农业、水利、能源、
交通、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覆盖全
省18个省辖市100多个县区。③9

3亿美元贷款助洛阳建地铁
系我省获批贷款金额最大的政府外债项目

□本报记者 宋敏

荥阳市广武镇，桃花峪黄河大桥上，车流滚滚，川流不息。登临高地极

目远眺，大河之上飞架南北的大桥，与邙山、黄河勾勒出了一幅建筑与自然

相互映衬的图画，成为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的地标。

滔滔黄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却也曾以天险阻断南北交通。如果

说桃花峪黄河大桥是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一颗明珠，改革开放以来，从一

座桥到一串桥，这样的明珠已经串成了一条璀璨的“项链”。

黄河上的桥，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交通兴国”的梦想，铭刻着河南人民

终于建起“自己的桥”的荣耀，展现着今日黄河上巨龙卧波筑通途的兴盛景象。

第一跨 见证城市巨变

正在施工中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1985年 9月 27日摄）。②43
本报资料图片

▼蓝天映衬下的桃花峪
黄河大桥蔚为壮观。目前，位
于河南境内的各类黄河大桥
已达 15 座，这些大桥的建成
通车，对促进我省南北经济交
流发挥了重大作用。②43 本
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