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典波 蒋辰

“百优资助工程”和“创业引领计划”相继
实施，逾万名初始创业者每年分享超 6000 万
元的奖补政策“红利”；

12 家省级（含省级以上）众创空间、孵化
器、创业园等创业载体花开正艳；

全城寻找“最美创业人”，引爆创新创业热
门话题……

岁末年初，气蒸云梦，创新创业掀起新热
潮。 岳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社局局长尹家
辉介绍，如今的岳阳，每天诞生 120 个老板，每
百人中就有 5 名创业者，“宜业岳阳”的梦想正
一缕缕照进百姓的现实生活。

政策有力度
“随着多个利好政策的出台，岳阳对青年

创业者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有磁性。 ”湖南江
湖名城众创空间负责人向亚表示，将依托“政
府引领、市场运作”模式，逐步打造成一个在省
内有影响力、全国有知名度的双创平台，让更
多创业创新者感受到支撑力。

在岳阳，像湖南江湖名城众创空间这样的
创业平台、创新基地不断出现。

今年来， 岳阳市根据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
署，围绕“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四大会
战”“四个十条”为统领，全面落实“双创”激励政
策，扎实完善“双创”服务体系，创新要素加快集

聚，创造活力充分涌流，创业氛围日益浓厚。
该市不断完善配套制度设计，出台《岳阳

市 推 进 全 民 创 新 创 业 战 略 实 施 方 案
（2015-2020）》《推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实
施意见》等一系列配套办法，筹集安排创新创
业扶持资金逾 6000 万元，给予特定创业主体
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并持续实施“双创百优资
助工程”， 每期给予 100家优秀创业主体总计
350万元资助金。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智力保障。该市强力推
进“巴陵人才工程”，推出最高 100 万元安家补
助、500 万元创业启动资金资助等优惠政策，
八方英才“智汇岳阳”。 截至目前，岳阳市引进
各类优秀人才 3500 余人， 其中博士 120 名，
带动全市引进各类人才 2 万余人，一大批企事
业单位喜获良才。

扶持升温度
冬日暖阳下，平江石牛寨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内，精准扶贫对象沈造平熟练操作着挖掘
机。参加由岳阳市劳动就业服务局组织的免费

技能培训后，他成为“挖机迷”，在创业小贷政
策扶持下逐步走向创业，入股创办挖掘机租赁
公司，不但摘掉了“贫困帽”，还带动了 6 个乡
邻就业。

去年来，岳阳市人社局牵头实施培训就业
脱贫攻坚行动，整合扶贫、农业等部门资源，以
农村贫困家庭适龄劳动力为对象，启动“一户
一农工”培训计划，因地制宜组织稻田养虾、林
下经济等实用技术和创业培训，以及劳务输出
地订单式培训，让贫困家庭劳动力掌握一定技
能，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为加速“双创”步伐，岳阳市人社局设立
“双创”办公室，统筹调度各种创业服务资源，
常态受理各类创业服务需求。开设“双创”互联
网和新媒体服务平台，完备服务形态，促进信
息对称。 组建市级创业导师团，选聘 100 名涵
盖各行各业的创业领军人才，以市委组织部和
市人社局两家单位名义发文颁证，定期为创业
者免费提供创业咨询等服务。打造创业师资精
品沙龙，实施“创业护航计划”，创业讲师团发
展到 160人，年内已组织完成 SIYB（创办和改

善你的企业）培训 7100 人，指导助推 3560 人
成功开业或实现项目落地。

该市在全省率先打造“全链条、全开放”的
新型创业平台———湖南江湖名城众创空间。目
前，全市创客平台总数超过 12 家，孵化基地超
过 10 家，各类在孵项目超过 1000 个，孵化率
达到 30%以上。城陵矶新港区正在加速创建国
家高新区；巴陵石化、新泰和绿色农业被认定
为“2017 年第一批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
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增至 4个。

与此同时，该市持续开展“助万人创基业、
送贷款到基层”活动，着重为初始创业者提供
融资担保服务和公益性贴息贷款，新增发放创
业担保贴息贷款 2.47 亿元，2150 个创业主体
直接受益。 截至目前，该市设立的创业贷款担
保基金池达到 1.39 亿元， 落实财政贴息资金
3658万元，经验在全省推介。

创业加速度
双创平台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成功创

业者，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举办创客沙龙、创意市集、创业竞赛、创优
评选等主题活动，让创新创业成为岳阳新时代
的雄浑交响。 今年来，该市举办了第二届初创
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第四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等，在初创主体和青年群体中发掘培育了一批
金点子、好创意、新项目。 正在开展“寻找最美
创业人”和市级双创示范典型评选活动，释放
“红利” 将达到 1000 万元。 举办创客沙龙 70
余期，征集项目 750个，路演项目 292 个，邀请
国内知名企业家、 专家与创客每周零距离对
话。 举办创意市集，引导岳阳特色文创产品走
向海外市场。

今年来，该市有 70 多个创业主体（项目）
参加省级及以上“双创”竞赛评选受表彰奖励，
2个项目荣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12 个项目荣
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 截至目前，科技成果转
化达 105项，合同成交总额 6686万元，是去年
同期的 3倍。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目前，
岳阳市创新创业其风正劲，创业活动对城镇就
业的贡献率达到 45%，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53%。 今年 1-11月，全市新增创业主体 4.3万
个，创业带动城乡就业 7.2 万人；发明专利申
请 391 件，同比上升 5.96%；该市上半年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 282.15 亿元， 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19.4%。

在巴陵沃土上，“双创”正在成为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 ·精彩湖南·

徐典波 殷平

主塔高耸入云，吊索宛若琴弦，大桥飞架
东西。 冬日时节，全线贯通的杭瑞高速洞庭湖
大桥如一条巨龙， 横卧在洞庭湖的碧波之上，
蔚为壮观。

桥高人为峰！洞庭湖大桥是杭瑞高速的控
制性工程，大桥主跨 1480米，被誉为桥梁界的
又一个“世界跨度”。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联民介绍，大桥建设过程中
结构设计、位置特殊、环境复杂、施工技术难度
高，是一个在新结构、新工艺、新装备与新材料
上开世界桥梁建设之先河的经典之作，可谓创
新无处不在。

洞庭湖大桥的“世界跨度”是怎样炼成的？
建设过程中有哪些高精尖技术创新？又折射出
了一个怎样的“新湖南”？ 我们一起去探秘。

“潇湘琴韵”举世无双
大湖应叹世界殊！ 在洞庭湖上空建悬索

桥，一开始就与世界级难题狭路相逢。 跨度前
所未有，地质异常复杂，气象千变万化，吊装难
度高等，而且施工中不断面临各种新难题。

“继续采用世界领先的悬索桥建造技术，我

们有信心创造比矮寨大桥更高的新高度！ ”当时，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著名桥梁专家、湖南省交通
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时任省交通设计
院党委书记）胡建华走到前台，话语掷地有声。

“潇湘琴韵”设计应运而生。 湖南路桥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捷介绍， 按设计洞庭湖
大桥两座索塔分别高 206米、203米； 全长 2390
米，为双向 6车道设计；大桥主跨 1480米，跨度
相比连创 4个“世界第一” 的矮寨大桥要长 304
米，是目前世界第二、国内第一大跨径的钢桁梁悬
索桥。 这些技术指标代表着桥梁建设的新高度。

迎难而上，勇攀高峰。 肩负省交通运输厅
领导重托，方联民挂帅出征，担纲大岳高速洞
庭湖大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该桥的设计单
位，是被中国交通运输部授予“中国桥梁十大
设计团队”的省交通设计院；该桥的施工单位
为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交路桥建
设有限公司，其中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被授予“中国桥梁十大英雄团队”。中外桥梁专
家认为洞庭湖大桥将是世界桥梁建设史上又
一壮举！

“看不见”的基础施工
洞庭湖大桥施工之初，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

桩基和地连墙成孔（槽）等施工成了“拦路虎”。
项目部针对难点，组织技术攻关。 大桥公司负责
人参与指导， 项目部对回旋钻机钻具进行了技
术改造，发明了“锥形双吸渣口钻头”，大大提高
了桩基钻进速度。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A1标段
项目部负责人朱立山记忆犹新：“由于是地下施
工，整个施工过程是‘看不见’的，桩基础施工可
以说是整个大桥建设的最大难点。 ”

为保证在一个枯水季节完成钻孔施工任务，
项目部采用旋挖钻机开孔， 回旋钻机接力钻进，
仅用 4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 40根直径 3米，桩
长 57-68米不等的桩基础施工。朱立山说：“这样
一来，比同类型桥梁钻基础施工节约了 3个月的
时间，其施工进度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无人机”牵索越洞庭
2016 年 4 月 28 日，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利用无人飞行器牵引先导索过江，
顺利完成大岳高速洞庭湖大桥先导索架设任
务，实现两岸空中“会师”，标志着大桥施工由
下部施工转入上部结构安装工序，也成为业界
津津乐道的又一科技创新。

在国内大跨径悬索桥施工中，通常采用人
工拽拉、拖轮牵引、火箭抛送、热气球牵引和直
升机牵引等先导索过江施工方法。 当天，一台
八翼无人飞行器从岳阳岸主塔门架起飞，飞行
7 分多钟将直径 2 毫米的纤维绳先导索牵引
至洞庭湖对岸的君山侧塔顶，完成两岸牵引绳
对接，大桥实现空中“会师”。 作为大桥施工控
制关键节点，先导索牵引完成后，将利用卷扬
机以小绳牵引大绳的方式， 经过八次循环牵
引，完成主牵引绳架设，随后利用主牵引绳完
成猫道承重绳、 门架承重绳及主缆索股牵引，
最终完成猫道施工和主缆架设，并将两岸索塔
连为一体，形成空中通道和作业平台。

“同传统施工工艺相比，无人飞行器有体
积小、重量轻、操控简便、安全高效、且不受地
形影响，无需封航等优点。 ”A1 标段项目部党
支部书记梁先勇道出其中的妙处。

“永葆‘青春’”的主缆
目前， 洞庭湖大桥上构工程全部结束，桥

面铺设施工也已进入尾声，“潇湘琴韵”雄姿初
现，除屹立洞庭两岸的竖琴琴架，最显眼的要
数串起如琴弦的吊索那两根粗大的主缆了。主
缆架设， 也是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最为复杂、最
为关键的工序，为重要的施工任务———钢桁梁
吊装打下坚实基础。

主缆真有这么重要？ A1 标段项目部生产
经理周杜解密道，主缆是整座桥的主要承重结
构，两根主缆设计拉力达 8 万吨，对于大桥来
说主缆就是巨人的肩膀，担负起成桥后所有的

自重及行车荷载等重量。两根主缆直径 886毫
米，单根主缆由 175 根长达 2600 米的索股组
成， 每根索股由 127 根直径 5.35 毫米的高强
镀锌钢丝组成； 主缆所用的钢丝总长达 11.6
万公里，近地球周长的 3倍。

“还有更绝的，主缆可永葆‘青春’！ ”周杜
说，首创 1860 级锌铝镀层高强钢丝 + 缠包带
+ 除湿系统等综合防护措施，采用镀锌钢丝缠
丝 +缠包带的主缆防护体系，给主缆穿上了一
件雨衣，提高了防护等级，降低大桥运营养护
成本，延长大桥主缆使用寿命。

“丝毫不差”的完美对接
洞庭湖大桥作为一座世界级桥梁，建设中面

临湖区大体积承台混凝土温控、超高索塔机制砂
高性能混凝土泵送、 湖区超重钢锚梁整体吊装、
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合龙等四大技术难题。

面对这些技术难题，项目团队超前策划，加
强科技创新，攻坚克难，先后参与了交通运输部
建设科技项目与湖南省交通科技项目———“大
跨径钢桁加劲梁悬索桥关键技术研究”，对板桁
结合型加劲梁关键技术、 大跨径钢桁加劲梁悬
索桥抗风性能等施工控制关键技术等多个专题
进行系统研究，最终实现了“三突破，双首创”：
大桥跨径上的突破，主跨达 1480米；吊重上的
突破，吊机承重达 600吨；梁段重量的突破，首
段钢梁重达 456.1吨。首创“葫芦形”锚碇基础结
构， 以最经济的基础工程适应了锚碇的结构要
求；首创轻型组合桥面，解决钢结构疲劳开裂和
铺装层破损两大世界级难题。

施工过程中，A1 标段项目部创新不断，先
后采用副孔 440吨支架平移施工法、上横梁高
空牛腿施工法等，采用支架整拼、整吊，钢筋骨
架地下预制整体安装施工工艺，来进行上横梁
施工， 将高空作业转变为地面和工厂化作业，
将流水作业转变为平行作业，既保证了施工质
量，提高了施工安全，还加快了施工进度。项目
部还首次采用板桁结合型加劲梁等多项技术
创新，不仅实现了大桥“丝毫不差”的完美对
接，还达到提高总体刚度、改善结构抗风性能、
节省用钢量、节约工程造价、确保安全高效的
多重效果。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是名副其实的景观

大桥、科技大桥！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副
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周雄飞介绍， 大桥预计
2018 年春节前建成通车， 对完善国家高速公
路网络、促进环洞庭湖经济圈和岳阳市经济发
展以及对洞庭湖区域旅游开发、 防洪减灾等，
具有重要意义！

1400 多年前，因为创新，中国诞生了像赵
州桥那样领先世界的桥梁。 如今，湖南交水建
人不断创新、勇攀高峰，实现一次次新跨越，在
建桥史上缔造出一个个世界神奇！

“路桥湘军”再创世界神奇
———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建设中的高精尖技术探秘

主缆架设。 徐典波 摄

天地之“弦” 唯我敢“弹”。 徐典波 摄

长龙卧洞庭。 徐典波 摄

湖南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马捷
（右三） 在现场督
战。 谢乐 摄

湖南省交通水
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董 事 长 方 联 民
（中）在施工现场指
导。 谢乐 摄

“双创”大潮涌巴陵
———岳阳推动创新创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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