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江达海畅潇湘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建设纪实

李小华 陈乐民

三湘大地， 秋色无边； 湘江北

去，奔腾不息。

9 月 27 日， 由湖南省水运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省水运投

集团”) 负责建设的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

两个主要控制性工程将全部完工 ，

衡阳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船闸高质

量建成通航， 标志着继 2018 年 10
月 30 日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建

成通航之后，株洲、大源渡航电枢纽

将正式开启双线船闸运行新模式 。

从此，湘江衡阳至岳阳城陵矶航道，

由 1000 吨级三级航道全面提升至

2000 吨级二级航道。

千里湘江水，潇湘黄金道，宽阔

壮美的湘江之上，百舸争流，直通长

江，驶向大海。 湘江衡阳至岳阳城陵

矶航道等级由 1000 吨 级提 高到

2000 吨级，形成一条长 435 公里的

高等级航道， 成为潇湘大地一条通

江达海的黄金运输大动脉。

从衡阳到岳阳城陵矶的 2000
吨级黄金水道全线贯通， 标志着我

省水运建设再上新台阶， 地处内陆

的湖南， 从此离蔚蓝色的大海更近

了一步！ 离打造海陆空立体交通网

络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离全面融入

长江经济带、 融入全球经济大格局

的宏愿更进了一步！

这一步，凝聚着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凝聚着省国资委、省交通

运输厅、省直有关单位和地方各级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也凝聚

着省水运投集团和项目建设者们的

担当与责任、智慧与汗水。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是国

务院确定的我省对接长江经济带重

点建设项目， 它的建成对助推我省

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 促进湘江流

域经济社会发展、 完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优化湘江沿江产业布局等

具有重要意义。 ”省水运投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蒋鹏飞激动地说，从此

以后，株洲、大源渡航电枢纽船闸年

单向通过能力将由 1260 万吨提升

至 3710 万吨，湘江货物运输物流成

本将进一步降低， 极大促进我省水

路运输快速增长， 湖南水运建设由

此翻开新的篇章。

� � � �湖南因三湘四水而知名， 境内
水资源十分丰富， 湘资沅澧四水汇
洞庭、入长江，形成了一个内进大西
南、外达江海的天然水运网，发展水
运的区位优势明显。

“舳舻蚁集，商贾云臻，连阁千
里，炊烟万户。 ”史载，春秋战国时
期，湘人先辈便通过水路交流物资，
发展经济。

相比于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
运输方式，水运以其资源节约、生态
环保、 适合大宗货物运输等比较优
势， 在综合交通运输的地位不断显
现。

借水生势，风生水起。 2013 年
10 月，省水运投集团成立，集团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布局，以
“全省水运基础设施建设的担当者”
为定位，以“建设智慧水运，物联神
州大地”为使命，以全省水上重大基
础设施融资、投资、建设和管理为主
体，以“水运物流”和“物流金融”为
两翼，形成“一体两翼”的战略发展
格局。 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
一路”建设，全力打造“一湖四水”高
效水运通道， 推动形成湖南省内交
通网与“一带一路”陆海大通道直接
连通的大格局， 实现了湖南水运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 同时，集团紧扣主
业拓展经营， 实现了国有资产快速
增值，创造了“功能性”和“效益性”

双赢新模式， 为湖南水运事业带来
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水运复兴，航道先行。 航道是水
运的基础， 河流要最大限度地发挥
出水运优势， 就需要在航道建设上
下功夫。

2016 年 10 月， 土谷塘航电枢
纽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彻底改善了
湘江近尾洲枢纽至衡阳蒸水河口之
间的碍航河段，将湘江 1000 吨级高
等级航道向衡阳蒸水河口以上延伸
133 公里，助力湘江中、上游地区的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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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提升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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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
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国务院确定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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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31.23亿元。

� � � � 作为我省第一个紧邻已建枢纽一线船闸新
建二线船闸的项目，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
建设难度可想而知， 涉水施工防洪度汛压力重，
土石方开挖和混凝土工程量大，工程地质和周边
边界条件复杂，施工组织和协调难度大。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省水运投集团选派
了一批优秀人才组成项目管理团队，各方面能力
突出的汪映红出任项目建设部经理，主持项目全
面工作。

“明确负责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之
时， 考虑之前在公路水运建设工地上忙活了 20
来年，真想换种节奏在长沙工作生活，当时心里
确实有点打鼓，加上项目相比于之前的省内所有
新建水运建设项目而言， 安全环保质量压力更
大，单就安全而言，既要确保项目本身施工安全，
又要保证紧邻的一线船闸、枢纽大坝、京广铁路
以及防洪度汛、施工期通航等安全。 ”但面对省水
运投集团的信任，汪映红选择了挑战。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建设要求高，工
期长。 项目建设部副经理段建华告诉笔者，项目
建设千头万绪， 大家很难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
经常深夜看到项目建设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能有幸参与我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重大水运
建设项目，时刻感到使命在肩，压力很大，不敢懈
怠。 ”汪映红坦言，这是千秋万代的民生工程，就
要做到最好。

从 2015 年底项目开工伊始， 汪映红便和项
目建设部其他同志一起， 基本蹲守在项目现场，

选址、定方案、跑协调、党建与中心工作两手抓
……

项目开工以来， 全体建设者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在工程建设理念和管理方面不断创新，始终
践行项目开工伊始确立的打造“国家优质工程”、
“品质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初心使命，认
真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攻坚克
难稳步统筹推进项目建设进程， 在安全质量管控、
品质工程示范、 绿色生态环保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树立起了项目建设品牌标杆形象。

特别是两座鱼道按照“生态鱼道”建设理念
科学合理布置，在全国内河已建航电枢纽具有独
特代表性；主动发挥项目社会公益性功能，制定
和落实了湘江“四大家鱼”人工增殖放流、人工鱼
巢设置、护渔监测等措施，在保护修复湘江鱼类
生态环境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汪总对工程质量近乎苛刻，是一个特别认
真的人。 ”在施工单位中交二航局大源渡航电枢
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程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王
余廷眼中，汪映红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对员工关
爱有加，但工作上要求十分严格，不留情面，特别
是对质量和安全，他总是要求精益求精。

项目建设部从普通员工到部门负责人，从施
工到监理单位都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豁达的人，不武断，有
智慧，工作思路清晰，项目管理到位。 ”作为“80
后”，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建设部工程部

部长周钦坦言跟汪映红学到了很多管理上的经
验，“别人管理是只管不理，汪总是既管又理”。 他
狠抓项目执行力建设。 制度一大堆，关键在执行，
安全质量管控、品质工程示范、科技创新等各项
规章制度，他都要求雷打不动坚决落实。

事非经过不知难。“作为水上建设项目，防汛
抗洪最是考验我们团队的时候，湘江二级航道二
期工程项目建设期间，项目所在湘江河段每年都
要经受洪峰考验，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总是第一时
间带队赶赴现场坚守工地，通过科学调度指挥和
采取有效得当的应急处置措施，安全度汛。 特别
是 2017 年 6 月底 7 月初，党委书记、董事长蒋鹏
飞带领大家不分昼夜连续奋战十天九晚，确保了
两轮超历史特大洪峰安全通过，实现了人员零伤
亡，确保了邻近一线船闸安全和工程本身安全。 ”
回忆起在湘江边与时间赛跑的那一个个昼夜，汪
映红依然难掩心头的那份激动。

面对困难与挑战，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
目的建设者们用忠诚与担当坚守工地，奉献青春
与智慧，挥洒汗水与激情，用坚毅与心血建设这
条黄金水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项目自开工之年每年均荣获
全省重点建设项目目标管理优胜单位、全省在建高
速公路及重点水运工程“平安工地”示范项目，在交
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示范创建活动中被
省交通运输厅推荐为全国公路水运“品质工程”示
范项目，作为唯一在建项目在 2018年全省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进行大会经验交流发言。

项目荣获全国爆破领域最高奖项———中国
爆破样板工程，成为我省工程建设领域首个中国
爆破样板工程。 项目建设期间两项科研成果经评
价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还荣获了多项各类奖
项。

面对这些成绩， 汪映红总是笑呵呵地说，这
是大家辛勤努力的结晶。 只有从他两鬓日益增添
的白发，才知他倾注其中的艰辛与心血。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建设能取得圆
满成功，以汪映红为班长的项目管理团队功不可
没。 他们敢于做事、善于做事和用心做事，注重抓
重点工作，安全、环保、质量、成本是重中之重，是
项目管理的核心，围绕这一中心工作，凡是遇到
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项目建设部都是下大力气
第一时间解决。 ”省水运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蒋鹏飞对项目建设部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 � � �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无论何时，走进湘江二
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都没有一般工地
的杂乱与喧闹， 只有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气氛，码
放整齐的建筑材料，平整干净的施工场地，标准
规范的混凝土拌和站，让人感觉走进的不是建筑
工地，而是踏进了标准化的厂区。

这一切，是项目建设部积极推行施工标准化
管理带来的变化，标准化管理让这里变得井井有
条。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在我省水运建
设领域第一个全面推行施工标准化。 工程开工之
前他们就编制出台了《湖南省水运工程施工标准
化指南（船闸分册）》，并严格纳入合同管理，考评
结果与施工标准化费用支付和信用评价挂钩，确
保将施工标准化贯穿工程施工各个工序和环节
（包括施工单位驻地和生产设施建设），切实提升
了项目建设管理水平。

在省水运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鹏飞的
心里，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想在湘江二级航
道二期工程项目推行施工标准化管理，树立一个
样板，打造一张湖南水运建设的新名片。

“刚开始压力山大。 ”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
程项目建设部经理汪映红坦言。

熟悉水运施工行业的人都清楚，露天涉水作
业、复杂的施工环境、到处堆放模板架管……建
筑施工这些“与生俱来”的特点，使得水运建设工
地的管理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开弓没有回头箭，要做就做最好。 汪映红带
领项目建设部一班人，标准从高处立，工作从细
节做，边学习边改进，标准化管理与工程建设有
序进行。

在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的施工标准
化建设中，“标准、规范、规程，匠心、习惯、追求，
三个善于”这些耳熟能详的字眼，已渗透到施工
的各个环节。 人人追求极致，工程质量向着一流
迈进。

创新永无止境，项目建设部在我省水运建设
领域首次开发实施项目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通过
项目综合管理云平台、廉政风险防控系统等创新
管理模式， 智能监控系统实现了项目施工现场、
混凝土拌和质量、试验检测数据、特种作业设备
及人员二维码管理等实时监控预警， 着力建设
“智慧工地”，实现项目管理精细化、智慧化。

在我省水运建设领域第一次在施工期进行
安全观测。 结合项目特点，委托第三方专业单位
对深基坑临时高边坡、临近永久建筑物进行施工
期安全观测，监控结果有效指导了施工，确保了
安全生产。

着力推广使用新工艺、新方法、新技术。 不断
探索将施工工艺做优做细和 QC技术攻关， 形成
标准化施工工艺并及时总结推广使用，其中混凝
土水平分缝、闸室前墙施工缝钢板压槽防层间渗
漏、输水廊道顶整体脱模、混凝土料斗下料口采
用遥控液压开启等正在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到项目工地来过数十次的省水运投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蒋鹏飞，每次讲得最多的就是质量，他
认为标准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工程质量。他
要求项目建设部将质量目标层层分解、 层层落实，
坚持精细化过程控制， 严格执行质量一票否决制
度，坚持上道工序达到质量优良标准后，才能转入
下道工序施工。建筑材料和设备未经检验的不得使
用。不按标准、规范、规程施工，质量低劣的，坚决返

工，直至达到精品工程标准。
项目建设部结合项目特点，在全省交通建设

领域第一个出台《项目“品质工程”示范创建实施
方案》，着力在二线船闸设计理念创新、严控安全
风险、施工标准化、质量通病治理、一线班组施工
精细化、绿色生态环保、智慧工地和智慧航道等
方面取得重点突破，形成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后
在全省范围推广。 通过出台《项目施工标准化考
评办法》、《项目外观质量星级评定办法》等，大力
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原材料和实体质量抽
检合格率、 分部分项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交
工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 实测混凝土钢筋保护
层厚度合格率达 92%以上，未发生一起质量问题
和质量责任事故，受到了交通运输部质量与安全
监督管理司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施工标准化管理不仅保证了质量，而且提升
了效率，确保了项目按计划如期完工。

2018年 10月 30日，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
高质量建成通航，船闸人字门安装门叶垂直度达到
“零误差”、 混凝土外观质量评价达到最高等级一
级，实现了“金结不漏水、设备不漏油”目标。

2019 年 9 月 27 日，衡阳大源渡航电枢纽二
线船闸将高质量建成通航，正式开启株洲、大源
渡航电枢纽双线船闸运行新模式。

百舸争流湘江阔，货畅其流通江海。 湘江二
级航道二期工程项目株洲、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
船闸的相继建成通航，为湖南构建起了通江达海
新格局；不舍昼夜、奔流不息的湘江，正以崭新的
风貌，承载着千千万万湖湘儿女的幸福梦，奔向
大海、奔向世界。

全面升级内河水运 对接长江黄金水道

优秀项目管理团队 打造绿色品质航道

标准化管理，打造湖南水运建设新名片

①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船闸
②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
③株洲航电枢纽鱼道工程

① ③②

� � � �省水运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蒋鹏飞（左二）在项目一线指挥防汛
抗洪。

开展“我为党旗添
光彩”活动。

� � � � 国内水运建设
领域首个 VR 安全
体验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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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企新时代 新力量

(本版图片由湖南省水运投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