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代重庆交大人
成为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脊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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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重庆交通大学培养出的
一代代优秀学子，成为其中的脊梁人物。

他们，或是整座大桥设计的总负责人，或承担了
“港珠澳大桥隧道防灾减灾”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或
领衔完成桥面和隧道的铺装任务，或运用创新思维和
高难度技术安装了白海豚塔……优秀的重庆交大学
子，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交出一份份完美的答卷。

解决钢桥面铺装的世界级难题

4月9日，港珠澳大桥。桥面上的沥青路面异常
平整，汽车行驶在上面非常平坦。参与青州段桥面和
岛隧路面铺装的是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

“港珠澳大桥桥面铺装的难点在于钢桥面铺装。”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有关人士说，钢桥面铺装一直是世
界级难题，对于港珠澳大桥这样的超级工程而言，更
是直接决定着工程的成败。

“在光滑的钢板上铺装沥青混凝土，并保证其不
开裂变形，其难度可想而知。”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项
目总工程师李林波（重庆交通大学2007年研究生毕
业）解释道，因为钢箔梁桥面在车辆荷载作用下，受力
变化较普通路面和桥面复杂，这就要求铺装层材料具
有优异的抗疲劳变形能力；加上港珠澳一带属亚热带
气候，对铺装层的高温性能有很高要求。

要保证工程质量，首先是原材料。该公司走遍全
国几个先进的石料基地，仔细检验石料的压碎值、磨
耗值等指标后，经过上百次工艺调试和1000多次试
验，最终生产出铺装需要的细石料，调试出沥青混合
料的最佳配合比。

在铺装过程中，团队采用了“跨界”的工作方式，
以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如钢桥面铺装的第一道工
序是抛丸喷砂除锈。公司走访了欧美的军工、船舶行
业，了解到美国有一种用于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喷砂除
锈设备——车载式抛丸除锈机，于是将这种设备运用
于港珠澳大桥的桥面铺装，整个工期节约了30%。

“在整个桥面铺装过程中，施工队伍一滴汗水都
不能滴在钢板上！3年多来，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辛勤劳动，换来了这项世纪工程的高质量。”
该公司董事长刘颖（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重庆交通
大学桥梁专业）感慨地回忆，正因为建设港珠澳大桥
的卓越表现，2017年，公司集体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完成首个海底沉管隧道防灾减灾
项目

经过一段明暗变换的光影带，重庆日报记者从西
人工岛“钻”入长达6.7公里的海底隧道。

隧道是双向6车道。车道上方，每隔数米便安装
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全程还布满了数百个温度探头和
喷淋“水龙头”；两边侧壁，则每隔20余米，便有3个
百叶窗式的通风系统（里面装有轴向风机）。

“这些都是为隧道防灾减灾所布置的探测、减灾
系统。”重庆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博士生田
堃说，港珠澳大桥隧道里的防灾减灾非常重要，因为
整座大桥设计交通量大，由33节沉管构成的隧道对
耐火灾和高渗水的要求很高。

从2011年开始，在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重庆
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蒋树屏的带领下，招商局重庆交
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上百人的科研队伍，投入到这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港珠澳大桥隧道防灾减灾”项
目里。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讨论确定方案后，2011年，团
队在福建漳州市临海的区域，按1：1的足尺比例，建
立了试验隧道模型。

长150米、高7.8米、宽15.95米，这个模型为真实
沉管隧道的一截。2013年4月10日，团队在隧道里，
用汽油点燃了燃烧热量为5兆瓦（相当于一辆小轿车
燃烧的热量）的第一把火，以进行各项基本试验数据
的标定。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团队通过上百次试验，对
沉管隧道里火灾发生的温度、火向、烟雾、热释放速
率、通风排烟等各项数据进行了翔实的研究，从而研
发出沉管隧道运营火灾、通风排烟、火灾报警、逃生救
援等6大综合试验系统和试验技术。

“当隧道里的图像、温度、烟雾等出现异常，各项

仪器即会将数据传输回监控中心，报警系统会自动报
警。此时，通风、排烟、喷淋等系统均会开始工作。”蒋
树屏说，这是我国首次对大段面积沉管隧道进行防灾
减灾研究工作，多项成果填补了海底沉管隧道火灾防
治技术的空白。

巨型白海豚塔是如何“站”起来的

在从大桥返回珠海口岸人工岛的途中，我们再一
次经过大桥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白海豚塔。

这三座精心打造的全钢巨型白海豚塔，高105米
（相当于35层楼高），重达2600吨。“中华白海豚于港
珠澳大桥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有
关人士介绍，伶仃洋一带是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该桥塔造型正是象征人与自然、海洋的和谐相处。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桥上依次展现的三座塔（风帆塔、
白海豚塔、中国结塔），使这座桥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
的文化载体。

负责吊装白海豚塔项目的总工程师陈儒发，是重庆
交通大学1991级桥梁专业学生。

“伶仃洋上最大的中华白海豚长约2.7米、重250
千克，而白海豚塔的高度是白海豚体长的40倍，体重
约等于一万只白海豚。”陈儒发告诉我们，海豚塔从设
计、制造到滚装上船、起吊、空中竖转、横移就位与安
装，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陈儒发所在的广东省长
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专门生产了载重3200吨的
起重船以运载巨大的白海豚塔。陈儒发则领衔设
计出了安装方案：先用两艘大型起重船平抬起海豚
钢塔；再按照事先拆分的60多个步骤，逐步实现钢
塔在空中的竖转；最后将白海豚塔横移至桥位处安
装就位……

“在公司近 2000 名员工中，有 1/5 是从母校
毕业的。”陈儒发骄傲地说，在港珠澳大桥的建
设中，大桥的总体设计负责人孟凡超、管理局副
总工程师方明山、中交二航局二公司总经理杨
绍斌、中交二航局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周光
强等，都是重庆交通大学的校友，“他们在建设
大桥过程中作出的贡献，都与母校的培养分不
开。”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4月13日晚间，重庆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17年度报告。报告显
示，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亿元，与2016年相比增长82.03%。

据了解，这是重啤自1958年成立以来，利润最
高的一年。与近期已发布年报的啤酒上市公司相
比，重啤的利润水平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中国啤酒行业自2014年起持续下滑的大背
景下，重啤缘何能实现利润高额增长？

事实上，近年来重啤一方面通过持续推进产品
高端化，以市场导向提供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调整生
产网络，化解过剩产能，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走上
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成立于1958年的重啤，在上世纪被誉为重庆轻
工“五朵金花”之一。60年来，重啤与重庆这座城市
共同成长，从一家地方小酒厂，发展为西南地区领先
的啤酒企业，同时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啤酒上市公
司之一。

虽然身在内陆，但重啤始终以开放的胸怀致力

于引进全球同行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资本，
是最早与世界啤酒巨头开展技术和资本合作的中国
啤酒企业之一。

2013年底，全球第三大啤酒商丹麦嘉士伯集团
在重庆啤酒持股比例达到60%，成为重庆啤酒的绝
对控股股东，重庆啤酒也正式成为嘉士伯集团成员。

2013年，也是中国啤酒行业发展的分水岭——
2013年以前，该行业保持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但
从2014年起，行业连续4年下滑。

受行业大环境影响，重啤产销量在2014年也开
始下滑。如何在销量下滑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盈利
水平？唯有调整产品结构。“低端产品销量下滑明
显，高端产品却不降反升，在中国啤酒行业，消费升
级的势头明显，也成为重啤调整产品结构的现实需
要。”重啤相关负责人说，2014年当年，重啤就抓住
消费升级的机遇，应对市场需求推出了产品高端化
战略。

随后，重啤对本地品牌“重庆”进行了全面升级，
在国际品牌方面，则从大股东嘉士伯那里得到了乐

堡、嘉士伯、1664等集团旗下最高端品牌的生产销
售权。这样一来，重啤打出了“本地强势品牌+国际
高端品牌”的组合拳，不断推出1664、乐堡野、特醇
嘉士伯和重庆小麦白等高端新品，以满足消费者对
高端啤酒不断增长的需求。

同时，重啤对生产网络既做减法，也做加法。一
方面，对运行效率低、辐射能力弱、可替代性强的酒厂
实施了生产性业务关停，去除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对
保留的酒厂投入巨资提升生产、安全、环保等方面的
技术、装备水平，并通过精益化生产等措施提高管理
水平。此举让重啤生产基地从23家逐步减少到15
家，生产网络运行的效率大大提升，成本显著下降。

“这两大战略既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客观需
要，更是我们按照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求，践行高质量发展的自觉行动。”重啤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重庆啤酒将迎来自己的60岁生日，60
年的市场洗礼让重啤明白，只有以市场为导向的有
效供给，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走得
更稳。

以市场为导向对生产网络既做减法又做加法

重啤逆市创下60年来最高利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4月15日，渝北区与国家信息中
心、重庆西部大数据前沿应用研
究院签订合作协议，正式启动“数
字渝北”建设，打造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政府治
理和智慧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的综
合引擎。

“数字渝北”规划工作周期预
计为3年（2018—2020 年），将重
点围绕数字财政、数字经济、数字
治理和数字公民“五位一体”架构
进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公共数
据统一开放平台建设，强化大数
据智能化先发优势，推动国家级
数据资源、创新资源、产业资源全
面落地渝北，依托现有数据资源，
推动税务、生态、电商等国家大数
据中心落地重庆，参与建设政务、
市民和企业三大数据库。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
部负责人称，“数字渝北”将围绕

“大数据智能化”这条主线，打造
“数据汇聚、数据管理”两大引
擎，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智慧社
会建设和现代社会治理”三大体
系，建设“数字治理基础平台、数
据开放应用平台、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数字决策支撑平台”四组
平台，在围绕产业链、整合数据
链、联接创新链、激活资金链、培
育人才链上下功夫，推动国家级
数据资源、创新资源、产业资源
在渝北全面落地。

渝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字渝北”项目将集聚国家、市
和区三级协同发展合力，推动重
庆大数据智能化快速发展，助力
重庆成为西部地区数据资源汇
聚枢纽，建设国家级综合示范基
地，共同推动重庆成为全国大数
据智能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和“排头兵”。

据介绍，“数字渝北”建成
后，预计将归集汇聚整个西部地
区数据资源，实现渝北区全天
候网络支撑、全方位数据感知、
全链条智能决策、全业务协同
治理、全用户便捷服务和全景
式综合展示。未来，该项目还
将积极推动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大数据实验室、国家税务大数
据应用与研究中心、全国电子商
务产品质量大数据中心、国家生
态大数据中心等部委大数据中
心逐步落地重庆。

国家信息中心与渝北区
合作建设“数字渝北”

来自港珠澳大桥建设工地的报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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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建设时期，吊装白海豚塔的壮观景象。 (受访者供图)

相关新闻>>>

（上接1版）

培养大数据应用型人才

渝北区是两江新区开发建设
的主战场和首批国家临空经济示
范区，也是重庆大数据产业发展
的先行区。在渝北建设辐射覆盖
整个西部地区的数据归集流通和
产业集聚体系，对于重庆加快实
施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和西部大开发等具有重要带动作
用。

“当前大数据前沿领域应用
型人才相对匮乏。”渝北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此，重庆西部大
数据前沿应用研究院与重庆工
商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整合双方
优势资源，联合推动大数据相关

领域应用型人才培养项目。
据透露，该项目内容包含：

一是依托现有的相关数据资源，
与国内外大数据知名企业联合
设立大数据应用研究人才实习
实训基地，强化校企大数据人才
联合培养。二是逐步建立由地
方政府资助或企业委托组织开
展的大数据人才培训定向合作
机制，面向重庆、四川、云南、贵
州、陕西等省市，开展大数据应
用人才委托定向培训。三是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倡议，通
过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
联合培养、跨国交流等多种形
式，提升大数据应用领域人才教
育国际合作力度，提升大数据应
用人才国际化教育水平。

重庆西部大数据
前沿应用研究院开院

（上接1版）
人民网总裁叶蓁蓁表示，他们之

所以选择荣昌作为合作伙伴，主要是
看好荣昌正在实施的“三件大事”，这
表明荣昌的发展思维跳出了地方区
域限制，契合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
“四个扎实”要求，必将迎来大开发、
大建设、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一个
投资、开发、合作的理想之地。

据了解，荣昌“三件大事”目前
推进顺利。荣昌高新区已于今年
2月28日获国务院批复同意升级
为国家高新区，是我国首个以农牧
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荣昌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建设方案已通过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
已定期发布“新华(荣昌)生猪价格
指数”，被明确为我国建设的第一

个畜牧单产品国家数据平台。荣
昌国家货运机场得到市委、市政府
和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门的积极
推动和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现选
址报告已完成编制，并成功纳入中
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统筹推进。今年1月，荣昌还引
入海航现代物流公司、阿里巴巴
（中国）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大公
司，参与建设“三件大事”。

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表示，他
们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扩
大开放维度，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
力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探
索“央地合作”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吸引更多央企和知名企业前来荣昌
投资，加快推动荣昌建设成为内陆
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加
快建成成渝城市群重要支点。

荣昌“三件大事”吸引央企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