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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一区”是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
新中心的主平台。北京市2018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高水平推进‘三城一区’
建设”。今年，“三城一区”规划将编制完
成，促进协同联动发展。

其中，中关村科学城要聚焦，以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和自
主创新主阵地为目标；怀柔科学城要突
破，建立国际化、开放式管理运行新机制；
未来科学城要搞活，鼓励入驻央企加大研
发投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优化提
升，统筹大兴、通州等空间资源。

中关村科学城：引领“三城一区”有机
衔接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关村管委会主任
翟立新介绍，中关村科学城将在人工智
能、量子通信、生命健康、新材料等领域加
强研发布局，推动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基地
和研发平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自主
创新主阵地。

此外，将持续支持亦庄、顺义等转化
科技成果，在智能机器人产业之外，还将
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中航智
等重点项目建设，与“三城一区”有机衔

接、协同发展。
怀柔科学城：快速交通连接三大科学

城
今年怀柔科学城将有一大批项目进

入开工阶段。北京市人大代表、怀柔区委
副书记姜泽廷介绍，目前怀柔科学城已启
动总体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工作，8家
入围单位正进行方案设计，空间规划面积
扩大至 100.9 平方公里，预计将于今年 6
月完成总体规划。下一步，将规划研究三
大科学城之间互通直达的快速联络交通。

此外，还将加快推进京密高速二期、

京沈客专建设，实现怀柔科学城与中心城
区的快速连接。连通怀柔科学城与城市
副中心的通怀路怀柔段今年也将开工建
设。

未来科学城：科技金融支撑产业发展
目前，未来科学城发展规划（2018年

—2035年）正在研究制订中，计划以目前
17 平方公里为核心区，依托朱辛庄—七
里渠、巩华城、沙河高教园、国家工程技术
创新基地，分别打造科技商务、科技金融、
智慧人才、技术研发四个“高精尖”发展组
团，将未来科学城范围拓展至160平方公

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筹大兴通州

整体规划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将统筹规划 193 平方公
里产业空间，推进产城融合，辐射带动首
都南部和东部地区发展。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梁胜介绍，以现有59.6平方
公里为核心，开发区将统筹大兴、通州等
空间资源，与顺义协同发展，打造创新型
产业集群。 （陈雪柠 李瑶 王可心）

北京“三城一区”将统一规划联动发展

日前，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沪通长江大桥一标段准确铺装完成最后一榀铁路槽型梁，标志着沪通长江大桥一标段主
体工程顺利结束。据悉，沪通长江大桥作为沪通铁路的关键性和控制性工程，为沪通铁路、通苏嘉城际铁路、锡通高速公
路共建通道，为4线铁路和6车道高速公路的公铁两用大桥。大桥全长11072米，主体结构共耗用钢材48万吨，混凝土约
230万方，与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混凝土量相当（245万方），工程总投资约150亿元，工期54个月。

通讯员 李骄阳 陈嘉伦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中国
铁路设计集团发布了新
建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
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详细披露了京雄城际
的设站、走向及相关路网
建设等。京雄城际全长
92.783公里，全线设五座
车站。该条线路将于今
年 3 月初开工(含施工准
备期)，2020 年 2 月结束，
建设总工期为两年。线
路建成后，雄安站将成为
雄安新区路网性主客站、
地面综合交通枢纽，主要
服务新区中长途客流，实
现新区与全国高铁网紧
密联系。

去年 4 月 1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雄
安新区，为满足雄安新区
运输要求，将原京霸城际
铁路新机场至霸州段调
整 至 新 机 场 至 雄 安 新
区。环评信息显示，京雄
城际全线设黄村站、新机
场站、固安东站、霸州北
站、雄安站五座车站。其
中，北京境内李营至新机
场段设计速度为 250 公
里/小时，其中，京雄城际
在北京市大兴区全部为
隧道工程。新机场至雄
安新区段，设计速度为
350 公里/小时。工程总
投资333.77亿元。北京市内设黄村站、新
机场站两站，线路走向维持了原京霸城际
方案，这一段的工程目前已经开工建设。

报告书中披露了新机场至雄安新区
段铁路线的详细走向，线路自新机场下穿
北航站楼后折向西南，绕过规划南航站
楼，下穿永定河，自知子营乡东侧通过，跨
廊涿高速公路后至固安县东侧与廊涿城
际铁路合场设固安东站，并预留至胜芳天
津万向联络线连通条件，而后绕大曹营
村，沿固安永清县界向南至霸州市，跨牤
牛河、106国道，穿北落店村，向西跨京九
铁路，至采油二厂北侧，西北岸村南侧设
置霸州北站，出站后向西跨大广高速公
路，跨112国道后折向南，跨津保铁路及
荣乌高速后，于关李马浒村东南侧与京港
(台)高铁合场设置雄安站。

在报告书全本中详细披露了新建雄
安站的准确位置，其位于雄县城区东北
部，昝岗镇佐各庄村和关李马浒村西侧，
221乡道南侧。车站距离雄县城区约8公
里，车站为高架站，并将接入京港(台)高
铁、津九联络线、津雄城际、雄忻铁路线
等，车站总规模达到 9 台 19 线(含 6 条正
线)，真正成为京津冀地区路网性的主客
站、新交通枢纽。

据了解，京雄城际在建设的同时还有
多条相关规划线路同期实施，包括规划廊
涿城际(时速200公里/小时)同期实施段、
规划天津至新机场联络线(时速350公里/
小时)同期实施段、规划津九联络线(时速
160公里/小时)同期实施段、规划京港(台)
高铁(时速350公里/小时)同期实施段、规
划石雄城际(时速 350 公里/小时)同期实
施段等。 （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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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从江西省土木建筑协
会BIM技术专业委员会获悉，自2017年
以来，该省土木建筑学会根据政府工作部
署和要求，积极开展 BIM 技术与绿色建
筑和建筑产业化的深度融合，大力推广
BIM 技术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建筑规
划、设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等单位中
普推广及应用，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目前江西已有南昌大学、南昌
航空大学、华东交大等十余所高校相继开
设了 BIM 课程教学，其中南昌航空大学
BIM研究所获批全国BIM等级培训和考
试资格。江西省建筑设计院、中国瑞林、
江西中煤勘察设计总院、省电力设计院、
省交通设计院等许多科研院所已开始
BIM 设计，江西建工、江西中煤、中恒建
设等大型施工企业均成立了企业BIM中
心或BIM小组。自2017以来，该省建筑
业 BIM 技术业务范围立足江西，辐射上
海、浙江、湖北等省，项目类型涉及轨道交
通、市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装配式建筑
等。 （沈冠楠 王永忠）

BIM技术推进江西建筑业
向信息化工业化转型升级

本报讯 从广东省发改委了解到，该
委明确提出今年将推进江门至肇庆高速
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据悉，江门一直在积
极向省相关部门申请推进该项目，并已在
年底即将完工的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
站中预留对接该项目的空间。

江门至肇庆高速铁路，初步规划线路
起自深茂铁路江门站，经新会南坦岛、七
堡镇，两越潭江，设大泽站，跨佛开高速、
江罗高速公路后折向北，过325国道、270
省道，设鹤山西站。出站后沿G94珠三角
环线高速公路西侧，跨广明高速、广昆高
速公路，设回龙、沙浦站，越西江，接入南
广铁路肇庆东站，线路全长约117公里。

广东省人大代表、江门一职经贸部主
任黎永梅认为，建设江肇高铁可构建珠江

东岸辐射粤西北的新通道。通过修建江
肇高铁，可形成深莞惠—珠中江—肇庆、
云浮方向的新通道，构建珠江两岸和香港
地区辐射粤西北甚至大西南的第二通道，
对全面实施省委粤东西北发展战略，加快
粤西北发展，加强广东省与大西南的联系
有重要作用。希望加快前期工作，力争在
2018年完成立项工作，早日动工建设。

据了解，2017年9月，深圳、江门、肇
庆三市联合上文请求省政府支持深江肇
高速铁路规划建设。2017年10月，按照
广东省的部署，江肇铁路结合广佛江珠城
际轨道项目珠海至江门段将按照高铁标
准统筹建设。目前，该省发改委已委托中
铁四院开展该项目的预可研工作。

（陈卓栋 彭纪宁 谭耀广）

广东省发改委将推进江肇高铁前期工作
力争在 2018 年完成立项工作

本报讯 1 月26 日，广东省交通集
团承建的汕昆高速公路龙川至怀集段英
红特大桥上跨京广高铁转体桥梁顺利完
成转体施工，这也是全国首例超大吨位
双幅高速公路桥梁成功转体跨越高铁。

此次龙怀项目转体跨高铁桥梁由广
东省交通集团所属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承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施工。原本计划在凌晨零点高铁停运
后开始施工，受北方寒潮冰雪影响，25
日当天部分高铁列车晚点，为保障高铁
正常运营，转体施工也推迟了三个多小
时。3时28分，随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
下，桥梁转体施工随即开始。

施工现场各工作小组按照预定方案
开始实施同步转体施工。转体桥左右幅
主墩分别位于京广高铁两侧，由工程师
同步指挥操作牵引工作；现场的桥梁测
量监控组、安全防护组等对主桥转体速
度、转体姿态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及

时反馈给指挥人员，并实时调整相关参
数。在钢绞线和千斤顶的共同牵引下，
整个桥梁梁体按顺时针方向缓缓旋转。
经过70分钟的精准张拉，梁体实现了华
丽转身，精准达到了预定部位。

转体施工工艺目前在铁路上应用较
为广泛，但在广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应
用到高速公路桥梁设计不多，此前在
2017年7月17日云湛高速公路化湛段桥
梁转体跨越茂湛铁路为广东首例。“茂湛
铁路为普速铁路，这次龙怀高速桥梁转
体跨越的是高速铁路，这是全国第一
例。”龙怀高速公路连英管理处主任李斌
介绍。

超大吨位 单幅转体重量达13500
吨

据李斌介绍，英红特大桥上跨京广
高铁转体桥梁是汕昆高速公路龙川至怀
集段全线的重点、难点工程，是国内首
例超大吨位双幅高速公路同步转体跨越

高速铁路的转体桥梁。
桥梁采用 2×90 米分幅 T 构同步转

体桥梁结构，转体梁体长度 150 米，相
当于50层楼高，桥面宽度31.7米，相当
于10 层楼高度，单幅转体重量达13500
吨，与一艘轻型航母重量相当。采用平
行京广高铁线外挂篮悬臂现浇砼、两侧
同步转体施工，转动角度左幅77.78°，
右幅78.24°，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旋转。
桥梁梁体从最初的分布在高铁两侧基本
平行，转体完成后变成十字相交。

本次转体桥梁双幅同步转体施工要
求精度高，转体完成后左右幅桥梁间距仅
50厘米，相当于成年人手臂的长度。

桥梁的转体施工工艺在铁路上应用
较多，但在高速公路建设领域，尤其是跨
越时速高达 350 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
国内尚属首例，转体桥梁设计及施工过程
中安全风险极高。同时，由于项目地处灰
岩地区，岩溶极其发育，岩溶率达80%以

上，桩基施工难度高；且施工过程靠近京
广高铁繁忙干线，每天有116.5对高铁运
行通过，临近运营高速铁路进行桥梁施工
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

李斌表示，转体施工并不只是这70
分钟的操作，而是从设计到方案评审，
从桩基施工再到转体施工，各参建单位高
度重视，精细组织，每项准备工作严格把
关，才能圆满实现首例高速桥梁转体跨越
高铁施工，这也为践行高速公路建设的广
东标准，为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支撑。跨京
广高铁转体桥自2014年1月向广铁集团
上报设计方案，到2016年5月广铁集团正
式回函批复同意，前后经历28个月进行
设计比选、优化调整，组织召开22次技术
会议进行技术讨论、方案评审工作。“最
终我们利用夜间高铁停运的空窗期施
工，既不影响高铁运营安全，也不影响
高速施工进度，圆满完成转体跨高铁施
工，非常高兴！” （综合报道）

超大吨位 单幅转体重量达 13500吨

我国首例高速桥梁转体跨高铁施工完成

本报讯 1月30日，湖北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何光中表示，截至 2017 年年
底，该省公路总里程突破 26.95 万公
里，农村公路里程23.5万公里，高等级
航道 1930 公里，均位居全国前列。从
今年起，湖北正式启动交通三年“四大
攻坚战”，到 2020 年建成“祖国立交
桥”。

截至去年年底，湖北已建、在建高
速公路达到 7549 公里，在建长江大桥
达 10 座，创历史之最；建成一级公路
548公里、二级公路1441公里，完成五
年规划目标的 1/3；“645”工程“蕲春
水道”、宜昌至昌门溪航道整治二期、
汉江河口三期等项目开工建设，武汉新
港货运总量超过 1 亿吨，集装箱达 100
万标箱，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提
速。数据显示，该省去年新改建农村公
路15144公里，撤并村及20户以上自然

村通畅率超额完成进度任务，竹山、黄
州获首批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钟祥、松滋等6个县市区获评省级“四
好农村路”示范县。

为将湖北从交通大省打造成交通强
省，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的交通三年

“四大攻坚战”包括到2020年高速公路
总里程3年内达到7500公里，基本建成

“九纵五横三环”骨架公路网，实现县
县通高速；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突破
36000公里，全面实现县县通一级、乡
镇通二级，国省道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
达到 80%以上；建设“四好农村路”，
重点实施提档升级工程、公路安全保障
工程等“五大工程”，确保“455”工程
任务3年完成；三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
里程突破 2000 公里，港口年吞吐能力
突破 4 亿吨，集装箱年通过能力突破
500万标箱，全面建成武汉长江中游航

运中心。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2018年是

实施攻坚战第一年，该省公路水路固定
资产投资将完成850亿元。建成武汉城
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孝感南段、棋盘洲长
江公路大桥连接线等项目，力争年内已
建在建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 7800 公
里；建设一级公路560公里、二级公路
830公里；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
新改建农村公路 1 万公里；开展交通

“厕所革命”，完成 2 万公里公路安防
“455”工程，全面推进“645”航道整
治建设。

相关人士表示，到 2020 年，该省
综合交通总体上达到中部领先、全国先
进水平，基本建成“两中心两枢纽一基
地”，形成立足湖北、辐射中部、沟通
各大重要经济区、连通国际的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新格局。 （本报综合报道）

湖北启动交通三年“四大攻坚战”
到2020年基本构建“两中心两枢纽一基地”新格局

本报讯 日前从陕西省住建厅获
悉 ， 2017 年 该 省 完 成 建 筑 业 总 产 值
6227.47 亿元，同比增长 16.9%，实现建
筑业增加值2228亿元，同比增长14.7%。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了新突破。
2017年，该省建筑业以“放管服”改革
为抓手，大力推进便民中心标准化建
设，放开非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必须招标
的限制。陕西省住建厅先后取消合并园
林绿化、施工劳务、通信信息网络等行
政审批事项3项，与中国 （陕西） 自由
贸易试验区所属6个管委会签订了委托
下放省级行政审批事项10项，取消下放
比例由50%提高至60%。

企业核心竞争力有了新提升。陕西
省采取“一企一策”帮扶举措，先后研
究确定64家省级重点扶持企业，指导陕
建六建集团、中建七局四公司等8家企
业成功晋升特级资质，特级企业总数达
19 家，居全国第 10 位、西部第 2 位。
2017年，该省有7个项目获得国家建筑
工程“鲁班奖”，10 个项目获得国家优
质工程奖，46个项目被授予陕西省建设
工程“长安杯”，87 个项目被授予 2017
年度第一批“省级文明工地”称号。

建筑总部经济效应增强。陕西省吸

引中建三局西北公司、中建八局西北公
司等优势企业在陕落户，带动该省建筑
业做大做强。2017年，该省建筑企业在
省外完成产值2000亿元，境外承包工程
完成营业额39.09亿美元，建筑业外向度
达33%。

工程建造组织模式有了新改进。陕
西省积极探索推行工程总承包，出台了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加
快推进该省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目
前，该省已建成投产装配式建筑生产企
业5家，认定公布省级产业基地3个、国
家级产业基地两个，以装配式模式设计
建造的项目31个，面积达177.31万平方
米。2017年新增绿色建筑规划设计项目
270个、3249.73万平方米，与上年同期
相比，个数、面积分别增长 38.46%和
56.69%。

建筑市场环境秩序有了新改善。陕
西省加大施工现场关键岗位实名制管理
力度，实现“市场”与“现场”有机联
动；通过建筑企业资质动态考核、拖欠
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中介机构专项治
理和打击围标串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海花 马璇）

2017年陕西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总 产 值 突 破 6000 亿 元

本报讯（通讯员 周路 苏平）“吉
隆坡标志塔项目建设名不虚传、名副其
实，这个项目证明了中国技术、中国质
量和中国速度，特别是平均三天一层，
最快两天一层的速度已在马来西亚家喻
户晓，特别给中国人争光！”1月29日，
抵马履新不久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
天临中建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吉隆坡标志
塔项目视察慰问，盛赞中建八局项目建
设团队的力量和风采。

视察期间，白天了解了项目建设概
况、安全生产情况和团队建设情况，对

成套的超高层建筑技术、海外劳务输出、
大型机械设备的采购运输以及属地化管
理给予高度评价，并参观了项目样板间。
他嘱咐项目部要重视安全生产，并向春节
期间坚守项目的员工表示慰问。

白天向11家当地媒体介绍，中国建
筑属地员工已经超过 40%，机械设备、
钢筋混凝土、机电设备等在属地采购率
达 60%，是对马来西亚当地的无私回
馈，希望中资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
有更多合作机会，祝愿中马关系更加美
好。

中国驻马大使视察吉隆坡标志塔项目

本报讯 日前，从湖南省水运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8年该省水
运建设将掀起新高潮，一大批项目将建
成或开工建设。其中，湘江二级航道一
期工程将完工；沅水浦市至常德航道建
设工程建成通航。

根据《湖南省内河水运发展规划》，
湘江衡阳蒸水河口至岳阳城陵矶 435 公
里航道，将由1000吨级三级航道升级为
2000吨级二级航道，全面提升该省通江
达海的水运优势，进一步加强与长江黄
金水道的对接能力，分两期建设。今年
湘江二级航道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后，湘
江株洲航电枢纽至岳阳城陵矶 281 公里
航道将升级成为2000吨级二级航道。

2015年年底开工建设的湘江二级航
道二期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湖南省对
接长江经济带重点建设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按2000吨级二级航道标准整
治湘江衡阳蒸水河口至株洲航电枢纽
154 公里航道；在大源渡航电枢纽、株

洲航电枢纽，各新建一座2000吨级标准
二线船闸，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2450万
吨；建设跨船闸桥梁两座、鱼道两座及
其他配套设施，建设总工期51个月，整
个项目计划 2019 年年底全部建成投产。
根据建设计划，今年9月底前主要控制
性工程株洲二线船闸实现通航，年底前
大源渡二线船闸主体工程基本建成。

沅水浦市至常德航道建设工程，经
沅水起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浦市
镇，止于常德市德山，全长 296 公里。
按四级航道标准建设沅水浦市至桃源
248 公里航道，按三级航道标准建设桃
源至常德 48 公里航道，总工期为 48 个
月，2014 年开工，2018 年项目全面建
成，项目总投资7.77亿元。

另外，湘江永州至衡阳三级航道一
期工程、澧县望家垴至安乡松虎航道建
设工程、长沙望城铜官港二期工程今年
都将开工建设；铜官港物流园一期工程
全部建成投产。 （胡信松 朱运来）

2018 年 水 运 建 设 将 掀 起 新 高 潮

湖南一批水运建设项目将建成或开工

本报讯 1 月 29 日获悉，《沈阳市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作方案》正
式公布。按照方案，2018年，辽宁省沈
阳市城镇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例
达到40%；到2020年，力争达到50%以
上。

为推进绿色建筑发展，今年起，沈
阳市将提高建筑节能标准，严格落实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该市居住建筑按照
建筑节能率 75%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

同时，沈阳市还将加强施工监管，严格
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开展低能耗建筑试
点工程建设。引导房地产开发项目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鼓励高星级绿色建筑示
范工程建设，在土地出让环节增加绿色
建筑指标要求。大力发展绿色建材，推
动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建设需
求的高效保温材料、高效节能门窗、保
温装饰一体化复合墙板、预拌砂浆等绿
色建材和产品的研发、生产与推广应

用。
据悉，沈阳市还将实施绿色建材信

息化管理和推荐目录管理，建立绿色建
材数据库。通过在线实时视频监控等信
息化手段，加强文明施工监管，督促施
工现场落实围挡、车行道硬覆盖、地埋
式清洗、物料苫盖、喷雾、地面软覆盖
和视频监控等7项扬尘防治措施，减少
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陶阳）

沈阳今年新建建筑将有四成是绿色建筑
《沈阳市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作方案》正式公布

■热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