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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里
程碑之作， 港珠澳大桥被业界誉为桥梁界的
“珠穆朗玛峰”。如今，大桥主体工程中的东西
人工岛， 清水混凝土打造的建筑物如同素颜
美少女令人惊叹， 与青州航道桥上熠熠生辉
的“中国结”，江海直达船航道桥上栩栩如生
的“海豚”塔，九洲航道桥上扬帆矗立的“风
帆” 塔， 组合成伶仃洋海面上的一道亮丽风
景，成为珠江口标志性景观。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大桥管理养护中心
如今已投入使用，被喻为港珠澳大桥“神经中
枢” 的管理养护中心依山而建， 用地总面积
55亩，总建筑面积约 2.5万平方米，由监控中
心、综合办公楼、展览中心、档案中心及配套
服务设施组成。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就在这里
办公， 他们对湖南建工的建设速度与质量给
予高度评价。

“我代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向奋战在港
珠澳大桥建设中的建工人表示感谢， 对湖南
建工人的努力付出和工匠精神深感钦佩。”港
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永灵说， 湖南建工集
团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严把质
量关， 保质按时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不简
单！

“为建筑湘军点赞！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工程总监张劲文表示， 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
工程虽然合同金额不大， 但它们是大桥的门
户工程、地标性建筑，意义非同小可，大桥开
通运行后， 这些房建工程将在大桥的运营管
理、 维护养护及后期旅游观光开发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湖南建工人充分发挥了湖南人
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战酷暑、斗台风，没有
出现一起质量安全事故， 非常出色地奉献了
一个精品工程， 为大桥建设起到了画龙点睛
的效果。

从 700 多年前文天祥“零丁洋（即伶仃
洋）里叹零丁”，到 500 年前大航海时代东西
方文明的交汇， 再到 40 年前改革开放的大
潮，伶仃洋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在这
片海域横空出世的港珠澳大桥， 将形成一条
粤港澳三地人民期盼多年的珠江两岸交通要
道，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
而改变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版图， 拓展粤港澳
大湾区的发展空间，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把“中国标准”带向世界。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
表示，目前，集团正向“世界 500 强”冲刺，
500强不仅体现在企业的经营规模上， 还包
含了企业品牌、价值、文化等各项指标。 1000
多名建筑湘军云集伶仃洋，披肝沥胆，历经 3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用智慧和汗水浇注了这
一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 通过港珠澳大桥将
“湖南建工”的品牌推向世界，增添了全体湖
南建工人的信心， 湖南建工今后将更多地参
与到世界级的大型工程建设，争锋世界。

2015 年 4 月， 湖南建工集团在和多
家央企、地方国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
中标承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房建工程
CA01 合同段， 成为这个世界超级工程的
建设者。

质量是市场的通行证。 能在一众“中”
字头的建筑单位中成功中标， 再次彰显了
湖南建工集团的品牌与实力， 湖南建工人
时刻牢记“工程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奉献精
品工程是企业的责任”的理念，以“一流、超
越”的质量方针，构筑了具有湖南建工特色
的质量文化，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与回响。

作为一家成立 60 多年的省属大型国
有企业，湖南建工集团始终坚持实施质量
兴司战略，先后承建黄花机场新航站楼扩
建工程、贺龙体育馆、重庆大剧院、中国国
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等众多载入史册的

经典精品， 有 600 余项工程分别荣获湖
南省优质工程、湖南省芙蓉奖、国家优质
工程银质奖、全国建筑装饰工程奖、全国
市政金杯奖、詹天佑奖等。

湖南建工集团已连续 18 年、累计荣获
97 项鲁班奖，成为国内省级建工集团获鲁
班奖最多企业。湖南建工人以 97座沉甸甸
的“鲁班金像”，诠释了“一流、超越、精作、
奉献”的湖南建工精神。

这些矗立在省内外的高品质地标性建
筑工程，不仅彪炳行业史册，更是一座座见
证湖南建工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碑。目前，湖
南建工集团年生产(施工)能力达 1500 亿
元以上，在“2017 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
中，排名第 206位。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房建工程 CA01
合同段建设施工场地面积为 38 万平方米。

包括港珠澳大桥管理养护中心工区、 大桥
管理区、 东人工岛工区和西人工岛工区建
筑主体工程、 装修装饰工程、 夜景灯光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等多个施工内容，其中需
要进行细部设计或深化的施工内容达 17
项。

“市场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要给社
会一个惊喜！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叶新平表示， 港珠澳大桥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工程， 而三地共建又赋予了大桥新
的特殊意义， 展示了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
精神。虽然项目合同金额不大，但其社会影
响大，备受世人瞩目，像管理养护中心是大
桥的“神经中枢”、收费大棚是大桥的门户
工程，作为湖南省属国有企业，能够参与建

设， 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 也感到非常自
豪， 湖南建工集团在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
鲁班精神、工匠精神，把港珠澳大桥房建工
程项目建设成优质精品工程。

为高标准完成建设任务， 湖南建工集
团在 2015 年 5 月入场之时便成立了最高
规格的项目建设指挥部， 由叶新平任指挥
长，从集团内调配精兵强将，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按照高品位、高质量、高速度的要
求成立了项目部。

进场施工时， 叶新平寄语项目部及全
体参建人员，要站在讲政治、树形象、创品
牌的高度，精工细作，加强管理，发挥优势，
树立国际理念，创造千秋伟业，为港珠澳大
桥的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港珠澳大桥房建工程较整个大桥项目
的工程量虽不大，但施工界面多，场地施工
环境复杂，协调工作量大，每一项工程都考
量着湖南建工人的社会协调能力与施工组
织能力。

在这场攻坚战中， 湖南建工人把湖南
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品质发挥得
淋漓尽致，以“一流、超越、精作、奉献”的湖
南建工精神诠释着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大
家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作为继青藏铁路、 三峡工程之后我国
的又一世界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的工程难
度和工程质量要求不言而喻。 以湖南建工
承建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区收费大棚为例，
其钢结构弧形梁的建设误差就被要求控制
在 3毫米以内。

超强海风、黏湿的空气、高难度的施工
方案……这一切也考验着大桥的建设者。
湖南建工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港珠澳大桥项
目部执行指挥长宋振群深有感触地说，大
桥项目点多面广、工作量大，施工环境也十
分恶劣。 以西人工岛为例， 从营地码头出
发，交通船在海面上航行 40 多公里、耗时
近 1 个小时才能到达； 中途如果遇到强海
风，航行时间加倍不说，仅是起伏颠簸的船
只，就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但这对于在
海上施工的湖南建工集团团队成员来说，
都已习以为常。

“我们的工区分为三大块， 施工过程
中，我们只能通过乘船穿梭在三地之间，从
一个工区到另一个工区就需耗费半天的时
间，施工组织及界面协调工作量很大。 ”宋

振群介绍，岛上的施工环境也非常艰难，四
面环海没有淡水， 所有生活物资全靠船运
送上岛，而建设者在岛上一待就是半年。

此外， 海上环境也为港珠澳大桥建设
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港珠澳大桥周边气
候条件为北靠亚洲大陆，南临热带海洋，属
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深海区高温、
高盐、高湿的“三高”环境，对建设材料、建
筑结构、施工工艺都有很高的要求。 而因为
桥位区处于热带气旋路径上， 每年 6 月至
10月， 登陆和影响桥位的热带气旋十分频
繁，在影响工期的同时，也考验着湖南建工
港珠澳大桥项目团队。

“我们曾经在一年多的施工期间，因为
台风而紧急撤离 5 次， 最严重的是去年的
超级台风‘天鸽’。 ”宋振群介绍，50 年一遇
的大台风给项目部带来的是半个月的全面
停工和两个月的恢复期，同时，强台风也对
港珠澳大桥和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工程进
行了提前“验收”———大桥主体工程和湖南
建工承建的永久性房建工程皆在台风中完
好无损。

对于年承接施工任务 1000 多亿元的
湖南建工集团来说， 港珠澳大桥房建项目
算不上“大项目”，但湖南建工集团对这个
项目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除了人、财、物
充分保障外， 集团领导也是不辞辛劳前往
现场督战。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主
动担任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在经常电
话联系指挥的同时，先后 6 次到现场办公，

抓质量、促进度，反复叮嘱大家坚守“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最好的质
量把港珠澳大桥项目建成精品工程， 在伶
仃洋上书写“建筑湘军”的荣耀；集团原党
委书记李湘波，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
友文， 集团党委副书记陈克军等也多次到
一线看望建设者，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鼓
劲加油。

自入场以来， 湖南建工集团港珠澳大
桥项目部与时间赛跑，与恶劣环境对抗，充
分做好技术研究和前期建设准备， 全力确
保项目推进。 同时，项目部还严抓文明安全
施工、 质量管理，3 年来未发生一起质量安
全生产事故， 被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评为
HSE优秀单位。

经过 3 年的紧张施工，目前，湖南建工
集团承建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养护中心工
区、大桥管理区、东人工岛工区和西人工岛
工区已全部完工， 并于今年 2 月 1 日顺利
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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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伶仃洋上，一条巨龙跃海而起，这就
是连接香港、珠海与澳门，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
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总长 55 公里， 是迄今世界最长跨
海大桥，被誉为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王冠”。 作为
世界级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实现了“六个最”：
世界总体跨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
道最长跨海大桥，也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
杂、施工难度最大、工程规模最庞大桥梁。 大桥主体

工程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00 公里。 目前大桥已经全线贯通，具备通车条件。

从珠海出发， 驱车数分钟， 驶上珠澳口岸人工
岛，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桥头是一个现代化的收费站，上有“港珠澳大桥”5
个鲜红的大字，大桥的这一门户工程就是“建筑湘
军的领头羊”———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

作为 10 家总承包建设单位之一, 湖南建工集
团派 1000 多名“建筑湘军”与来自央企及各地的建
设者们一道，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
建设者之歌。

2 精益求精，
建筑湘军铸造精品工程

3
收获点赞，
建工品牌名扬天下

———湖南建工集团参建港珠澳大桥纪实

脱颖而出，
湖南建工牵手超级工程

超级工程 的湖南力量

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

港珠澳大桥管理养护中心。

港珠澳大桥西人工岛。

港珠澳大桥管理区收费大棚。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建工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