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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15 座长江大桥中，梁桥

27 座，斜拉桥 57 座，悬索桥 22

座，拱桥9座

新中国成立前，长江上没有大桥可通
行，想要过长江只能靠轮渡，京汉铁路和粤
汉铁路之间的运输也全靠来往于武昌和汉口
的驳船和轮渡接转。

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
大桥建成通车，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桥梁建设
的序幕。由于此前没有经验，武汉长江大桥
的建设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大量指导。直到
1968年，第一座中国独立自主建造的长江大
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成为中国桥
梁建设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长江
大桥建设迎来高峰期。大量高投入、高技
术、多功能的长江大桥飞架而起，如何过江
不再是沿岸百姓的烦恼。

目前长江干流上的 115 座长江大桥中，
按桥型分，有梁桥27座，斜拉桥57座，悬索
桥 22座，拱桥 9座；按功能分，共有公铁两
用桥9座，铁路桥9座，公轨两用桥4座，人
行桥2座，管道桥1座，其余均为公路桥。

115座长江大桥，各有特色——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

江大桥，连接汉阳与武昌，是中国第一座公
铁两用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美
誉。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至今，“营运时间
最长，运量最大，荷载最大”，被誉为中国建
桥史上永远的丰碑。

中国的“争气桥”南京长江大桥，是当
年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桥，一度被载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6 年 9 月入选首
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今 年 10 月 刚 刚 通 车 的 杨 泗 港 长 江 大
桥，是湖北省武汉市第十座长江大桥，更收
获了诸多“第一”：长江上首座双层公路大
桥，长江上功能最完备的桥梁；世界上跨度
最大的双层悬索桥；主缆钢丝强度等级世界
最高、设计荷载世界最大；拥有世界最大的
圆形桥基础等。

还有长江上第一座悬索桥——位于湖北
宜昌的“神州第一跨”西陵长江大桥；长江
上唯一一座三塔倒 Y 型单索面斜拉桥——同
样地处宜昌的夷陵长江大桥等，也都独具特
色，成为桥梁界的标杆。

展示中国建造实力

——刚建成的杨泗港长江大

桥，36天完成1700米跨近5万吨钢

梁吊装

从武汉长江大桥，到正在建设中的沪通

长江大桥，是一代代中国桥梁人智慧的结晶。
武汉长江大桥——首次成功采用大直径

钢筋混凝土管柱钻孔法修建深水基础，首次
在中国采用钢梁悬臂架设法……堪称中国造
桥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中国桥梁人解决了
钢梁设计标准化、样板化问题，形成了一整
套严密的施工方法和设计制度，为以后中国
钢梁规模化生产打下了基础。

南京长江大桥——曾被美国桥梁专家断
言“在南京造桥，不可能”。然而，凭借不断

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南京长江大桥最
终创造了中国桥梁建设史上许多新纪录：正
桥桥梁所用钢材为中国自己试制的鞍钢16锰
桥梁钢，是中国桥梁工程首次使用高强度低
合金钢；基础施工中人工潜水作业最深达70
米，创造了中国桥梁施工中人工潜水作业新
纪录；一号墩的重型混凝土沉井下沉入土深
达54.87米，至今仍是中国桥梁工程中下沉最
深的沉井。

杨泗港长江大桥——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速度”：300 天完成高达 241.2 米的塔柱施
工，82 天完成主缆 271 根索股架设，36 天完
成49片“千吨级”钢梁架设……

中铁大桥局杨泗港大桥项目总工李兴华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杨泗港长江大桥
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从未涉及到的技术
难题。工程建设方历时两年，成功研制了世
界上强度等级最高的主缆钢丝。每一根主缆
有271根索股，每一根索股里有91根直径6.2
毫米的钢丝。为了提高施工效率，加快施工
进度，我们采用了最新设计的双线往复循环
安装系统，增加了 2 台牵引卷扬机，效率提
高了一倍，一天最多可以安装 6 根主缆索
股，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杨泗港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还专门研发
了整体节段全焊技术，为快速吊装创造了条
件，这也是在悬索桥上首次使用。李兴华介
绍，从制作、运输到安装每个环节上都采取
了最新的工艺，最终只用了 36 天就完成了
1700 米跨近 5 万吨钢梁吊装，不断刷新“中
国速度”。

目前，包括长江大桥在内的中国桥梁领
域已获得国际大奖近10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几十项，国家专利几百项。

方便日常工作与生活

——上海已有 2 座长江大桥，

南京 7 座，武汉 10 座，宜昌 8 座，

重庆43座

扁豆、菠菜、虾仁……武汉市汉阳区的
陈阿姨拎着满满一袋子食材离开了白沙洲农
副产品大市场，回到汉阳的家里准备做晚饭。

位于武昌区的白沙洲大市场，是华中最
大的农副产品大市场，这里食材新鲜、物种
丰富、价格实惠，是附近市民采购食材的好
去处。

从汉阳到白沙洲大市场如今不过半个小
时的车程，但在今年10月之前，汉阳市民要
想过来采购一番可是不容易。“之前只能走白
沙洲大桥或者白沙洲大道，绕路而且容易堵
车，所以我也很少来，就在家门口随便买点
对付了。”陈阿姨说。

10 月 8 日，国庆节过后第一天，杨泗港
长江大桥正式通车。这座金黄色的大桥连接
汉阳和武昌，将白沙洲大市场“搬”到了汉
阳市民家门口。

杨泗港长江大桥只是长江大桥一个缩
影。每一座长江大桥都为两岸的民生、经济
等提供了便利。

作为“老大哥”的武汉长江大桥，62 年来
串起了两岸的繁华与市井。汉口的汉正街、江
汉路，汉阳的钟家村、腰路堤，武昌的汉街、
司门口、胭脂路等繁华的商业中心，户部
巷、粮道街、王家湾、保成路夜市等市井气
息十足的地方，都因大桥而兴，由桥拉近。

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南京长江大桥，再到
正在建设中的沪通长江大桥，一座座大桥横
跨江面，方便了两岸百姓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不仅是生活，长江大桥架起的还有中国
经济的光明前景。

从区位看，长江贯通中国东、中、西 3
大区域，涵盖 11个省市与超过全国 40%的人
口和生产总值；从交通看，长江不仅是中国
连接东中西部的重要水路通道，也是全球内
河货运量位居第一的水道。在长江这一“黄
金水道”上建起一座座大桥，有助于推动长
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
发展。

今年 9 月 20 日，沪通长江大桥最后一节
钢梁完成焊接，大桥顺利合龙。未来，随着
沪通长江大桥的建成，不仅是过江通道的运
输能力将大大提高，还有利于南通市加快建
设上海北大门和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促进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届时，南通市到上
海市区的车程将缩短至 1 小时左右，南通市
自此将正式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

如今，许多长江边的城市拥有不止一座长
江大桥。其中，上海有2座，南京有7座，武汉有
10座，宜昌有8座，重庆有43座。

一座座长江大桥，打通了长江两岸的资
源，于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得以加快；于百
姓而言，生活幸福感变得沉甸甸。

截至今年11月，中国已在长江干流上建成各类长江大桥115座——

万里长江百座桥
本报记者 徐佩玉

长江大桥，是一个对于许
多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情感的
名字。武汉长江大桥，曾印在
人民币上。南京长江大桥，至
今是游客的“打卡地”。

滚滚长江，从唐古拉山一
路奔向东海，长江干流贯穿了
中国中部。今天，被视为全球
工程界“最擅长造桥”的中国
人，在长江上建起了多少大
桥？近日举行的中国桥博会宣
布，截至今年11月，长江干流
上已经建成各类长江大桥 115
座。这些长江大桥背后有着什
么样的故事？请跟随记者一起
去探访。

本报上海电（记者沈文敏）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近日推出多项融合区块链技术的跨境人民币融资、
医药供应链追溯、辅助海关智慧监管、融合第三方贸易
服务等应用成果，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同时成立。

区块链泛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分布式共享账本技
术，不仅能够提升上海口岸查验部门的监管水平，更
能提高国际贸易各相关方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水平。

据上海市商务委 （市口岸办） 副主任申卫华介
绍，目前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兼具“监管+服务”
十大功能板块，53项地方应用，对接22个部门，覆盖
监管全流程及国际贸易主要环节。融资方面，上海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新增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服务，依托
单一窗口平台大数据优势，采用区块链技术，解决贸
易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这一核心问题，降低金融机
构融资风险，压缩进出口企业融资成本。医药供应链
方面，上海国际医药供应链信息服务平台揭牌成立，
这是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针对单一垂直行业进行深

度服务的首个平台。平台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分
布式账本、数据防篡改和信息可追溯，为进口医疗器
械和药品等行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从源头到消费的“端
到端”“可视化”供应链信息服务。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保税展示展销智慧监管和服务
得到拓展。目前，在保税展示业务的通关和保税监管
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复输入和数据核实等问题。上海海
关、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以及市商委共同推动技术创
新，打造基于区块链的“6+365”保税展示展销智慧
监管和服务系统。该系统通过利用区块链分布记账、
共享账本、不可篡改、多方验证等优势技术特点，不
仅为企业减少了数据重复提交、提高运作效率，还通
过上下游交叉验证提高数据准确性和业务真实性，实
现海关保税展示“无感”监管，同时引入税务、银
行、保险、物流等关联机构上链，为参与“6+365”
保税展示展销的进口贸易商提供更加可靠、便捷的金
融、物流等全程一站式服务。

本报北京电 （记者杨 昊） 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
《2019·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告》。报告显示，总
体上看全国营商环境整体持续向好，企业对上海、浙江、
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的营商环境满意度最高。分区域
看，企业对东部省份营商环境的满意度优于中西部省份，
对中西部省份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有所提升。

报告指出，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所涵盖的五大环
境按评价满意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务环境、法治环
境、要素环境、创新环境和市场环境。企业对减税融
资惠企政策成效表示肯定。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密
集出台减税降费、融资惠企等政策。54.39%的企业对
减税降费总体效果满意。其中，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增值税税率降低、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 3
项政策实施效果较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政策和金
融创新工具逐步落地，有六成以上的调查企业实际享
受到纾困专项债、绿色债、专项债 （除纾困外） 等政
策带来的红利。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对当地经济前景的信心、本企业
盈利前景的信心较高的企业占全部调查企业的比例均超过
50%。绝大部分企业家愿意推荐其他企业来所在地投资。
在当地持续投资的意愿，体现了民营企业发展预期趋稳，
投资信心有所回升。

报告还显示，政府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意识增强，政商
关系清上加亲趋势明显。71.3%的企业对当地政商关系满
意度较高。八成以上企业表示，最有获得感的3项政府行
为是：积极回应或协调办理涉企特事急事、主动向企业提
供政策解读与明确指引、参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活动等。

报告最后指出，企业反映用工、物流和用地成本下降
不明显，社保压力过高、银行融资慢、市场准入实质性
不公平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都是下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重点。

据了解，此次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调查共有全国
41275家企业参与，参评企业的区域、行业、规模、盈利
状况等结构特征，与全国企业总体情况基本相同。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兼具“监管+服务”十大功能

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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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
中铁大桥院供图

图②：2018年12月29日，历经26个月封闭维修
的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恢复通车。

中铁大桥院供图

图③：2019年10月8日，武汉市第10座跨长江大
桥、也是长江上第一座双层公路大桥、世界上最大跨
度双层悬索桥——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中铁大桥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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