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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2 月，长江口南槽航道上，几艘耙吸挖泥船紧张
地作业，在不封航的前提下，他们要在明年 3月份完成南槽
航道治理一期工程的疏浚工程。

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江口南槽航道一期治理工程于去
年年底开工，其中，疏浚工程于 11月 3日正式启动。原有的
5.5米深、250米宽的航道， 将改造成 6米深、600米宽的优
质辅助航道。

疏浚工程结束后， 南槽航道一期治理工程将进入试运
行阶段，预计整体工程将于 2021年 6月竣工。届时，南槽航
道将满足 5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潮双向通航 （同向多线）和
大型船舶的乘潮通航，并形成北主南辅、相得益彰的良好态
势，总体通航能力将全面提升。

这项工程是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
交上航”） 近两年的重点项目。 这家上海企业拥有百年历
史，主要从事港航疏浚、吹填造陆、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和
环境工程等核心业务，兼营水运测绘、疏浚技术研发、现代
物流等重要业务。其前身是“浚浦工程总局”，创立于 1905

年 12月 26日， 现为全球最大疏浚公司———中交疏浚集团

旗下核心企业。

中交上航先后承建了数十项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

包括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和维护疏浚、 洋山深水港陆域
形成和疏浚、 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原水、 上海横沙东滩圈
围、厦门机场大小嶝造地、浙江曹娥江中国第一河口大闸
枢纽、云南抚仙湖生态修复工程等。

历年来， 公司始终积极投身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
功竞赛活动，发挥立功竞赛的引领作用，助推团队高效、

高质量完成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 并多次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詹天佑奖、大禹奖、鲁班奖、国家质量金奖等
大奖，为我国水运事业和民生建设，特别是上海航运中心
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今年是公司“转型提升年”，是实施“十三五”战略规
划的关键一年。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继续开展以“五聚
焦五提升”为主题的立功竞赛活动，打造五个竞赛平台，

以竞赛促改革，以竞赛促转型，以竞赛促管理，以竞赛促
效益。

在立功竞赛活动中，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港航所团队表现突出———包括南槽航道治理一期工
程在内，大部分重点工程的设计工作都由该团队完成。

港航所团队成立于 2016年，目前有 109位成员，其中，全
国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高
级职称及以上 42人、硕士及以上学位 74人、各类执业注册人
员 89人次。团队由设计大师为学术带头人，旗下有 2 个上海
市职工（巾帼）创新工作室，以及 8个由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
海市重大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建设功臣、中国疏浚协会“青年才
俊”等优秀职工牵头的专业技术团队。

方案设计是所有项目开展的第一步，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项目能否从概念变为现实，以及项目的质量和成本。

港航所依托一支高素质的设计人才队伍，先后打造了长江
口 12.5米深水航道治理工程、长江南京以下 12.5米深水航道
工程、长江口南槽航道一期治理工程、洋山深水港工程、连云
港深水航道工程、横沙东滩滩涂整治七期和八期工程、天津临
港工业区围海造地工程、曹妃甸围海造地工程、冀东油田人工
岛工程、 平潭大屿生态示范岛工程等一系列勘察设计研究精
品，创造出一条条实用、美丽的岸线。

近年来， 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受到重
视，在重点工程的比拼中，绿色环保成为重
要考评指标之一。

南槽航道一期治理工程的设计负责人
介绍，今年，港航所开展了南槽生态航道建
设技术研究，这也是该团队在绿色航道发展
系统研究方面的首个项目。“我们和别的企
业， 还有院校共同研究生态航道的结构，目
前初期的成果已经申报，审批通过后即可在
后续的工程项目中应用。”

南槽航道周边就是上海的湿地保护区，

这也给设计工作增添了难度，因为生态红线
范围内绝不允许工程项目进入。经过多次现
场勘查，设计团队最终给出的方案严守相关
规定，离生态红线有十几米的距离。

在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工程
中，港航所团队也坚守了生态红线。项目负
责人刘红介绍， 工程河段水生生物种类多
样，渔业资源丰富，是很多重要经济鱼类的
栖息场所。“那个区域涉及 1 处省级自然保
护区、4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11

处生态红线区域、多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取
水口，社会关注度高、生态环保要求高，环境保
护工作十分艰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的难度较大。”

面对挑战，设计团队全面贯彻“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在和畅洲水道通航汊道的选择上，考虑到
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与深水航道的
关系，深水航道主动为江豚让路，和畅洲成为
长江南京以下河段唯一单向通航的汊道。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可能对水生生
物造成的影响、 更好地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
护水域生态环境，设计团队合理安排工程施工
时间，创新提出了内河航道整治建筑物施工停
工期的设置，和畅洲水道每年 4至 9月停止施
工以便于江豚繁殖，其他水道每年 4至 7月停
止施工以避开鱼类繁殖期和仔幼鱼发育期。

据统计，仅 2018-2019 年度，港航所团队
已研究并申请了新型生态结构专利 26 项，依
托长江航道建设、横沙地区项目开展了空间体
生态排、生态碎石护坡等工程示范，采用的生

态护岸技术，在上海水运项目实现了航运与生
态的完美融合。研究还包括潮汐河口生物生境
需求，生态航道评价体系，生态航道设计与施
工指南，工程建设对九段沙湿地保护区的影响
研究等。

此外， 港航所团队还以实现 “岸绿”“滩
净”“岛美”“物丰”的海洋生态为目标，积极探
索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在行业内领先掌握了
蓝色海湾建设、 岸线整治修复、 滩涂湿地治
理，以及海岛岸滩保护与修复、海岛生态保护
与修复、海岛监视监测系统、环保设施建设等
关键技术。

通过人工鱼礁、海草场保护与修复、增殖
放流等技术，港航所团队实现了保护海洋生物
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的目标。研究成果在
福建平潭大屿生态示范岛、广东珠海庙湾人工
鱼礁示范场等国家重点海洋开发场地得到了
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技术成果填补了
上海地区生态示范岛建设和海洋牧场技术空
白, 为上海地区开展类似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
和实践经验。

立功竞赛活动一直是助推项目高效、高质量
完成的重要平台，2019年，港航所团队以创建“金
杯团队”为目标，不断完善竞赛机制，与时俱进、

常赛常新， 制订了制定了各类专项竞赛方案，通
过开展竞赛与考核机制，确保各项目标保质保量
的顺利实现。

节约物流成本 15.5亿元

5月 20日， 长江南京以下 12.5米深水航道
二期工程竣工验收， 标志着长江口至南京长达
430多公里的 12.5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5万吨
级海轮可直达南京港。自此，江苏沿江港口由“河
港”变成了“海港”，国际远洋运输自长江口向内
陆延伸 430多公里。

长江南京以下 12.5米深水航道一期和二期
工程分别是“十二五”“十三五”期国家内河水运
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重大工程，在全国
水运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也是打造
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助力“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据测算，该工程平均每
年可直接为沿江地区实体经济企业节约物流成
本 15.5亿元。

港航所团队总体设计了该工程及相关专题
研究。在竞与赛的氛围中，设计团队时不我待，每

遇到新任务或新难题都迅速行动，开展实地踏勘
工作或查阅国内外文献。比如为了解决长江下游
潮汐河段底沙输移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设计团
队就查阅了 200多篇的国内外文献，从浩如烟海
的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正是这份拼搏精
神，让这个年轻的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降低维护费用 4000万元

11月底， 长江口 12.5米深水航道工程南坝
田挡沙堤加高完善工程获得批复， 年底就将开
工。该工程由港航所团队负责总体设计，在先期
工程交工后，三年实现降低航道维护费用约 5亿
元的条件下，项目团队进一步研究实施加高完善
工程，预期可降低回淤量 200万立方米/年。降低
维护疏浚费用 4000万元， 缓解航道疏浚弃土处
置的压力。

项目负责人表示，为了确定新一期的加高平
面范围、结构设计、选材，团队成员多次乘船到工
程现场进行踏勘。“夏季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天，

我们躬着身子在沿江的滩地一步一行地走着，拨
开茂密丛生的芦苇，趟过泥坑交织的水洼。虽然
涉水很危险，但大家都没有退缩。”

项目负责人介绍，团队成员都有着在立功竞赛
中争创先进的意识。“有段时间， 我们为了争进度，

连续作战，白天开完审查会，晚上立马开修改会议，通
宵也是常有的事。”他回忆说，正是这股拼劲，让团队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项目投标及成果审查工作。

荣获各类奖项 32项

港航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团队还为上海
市航运基建发展绘制蓝图，参与了上海市内河水运
行业发展规划编制、长江口航道十四五发展规划的
前期研究等工作，成功设计了“一环十射”高等级航
道工程布置方案；研究与设计了横沙东滩滩涂整治
七期、八期工程，滨海综合会展中心等围填海项目
等，成陆面积达 8.7万亩，解决了上海市 1.9亿立方
米航道疏浚弃土的再利用，也为上海未来城市发展
提供了空间；开展了银都路越江隧道工程、上海市
机场联络线工程及轨交崇明线工程等多项上海市
重点工程的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等工作，为上海
市多项工程建设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依托立功竞赛的大平台，港航所团队始终保持
着高昂的斗志，又快又好地攻克一个又一个设计难
关，为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据统计，2018-2019年度，团队负责的项目荣获
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奖、 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全
国优秀咨询成果一等奖等各类奖项多达 32 项，其
中，国家级奖项 6项、省部级奖项 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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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为企业发展提
供持久动力。在参与上海市重
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活动的
过程中，科技创新一直是重要
的竞赛抓手，公司还专门制定
了 《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制度》

《技术研发奖励办法》 等制度
与规定。

在航道治理领域， 团队依
托工程项目难点，提出的“潮汐
分汊河段航道整治洲滩控制”

“可加高的半圆体构件”等技术
与专利成果。 成果在长江口各
项航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为
上海地区航道建设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技术支撑， 保障了长江
口航道的建设进程、 实现了资
源集约化利用。“可加高的半圆
体构件”“一种可加高的半圆形
沉箱构件”专利技术，使得长江
口深水航道南导堤加高得以分
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施后的3

年里， 节约疏浚维护费用多达 5

亿元。

在滩涂整治及海岸防护工
程中，“多龙口同步合龙技术”

“软弱地基上围吹淤泥成陆关键
技术”“一种堤坝消浪防冲护面”

等创新技术及专利成果，在上海
地区滩涂整治工程和海岸防护中得到广泛应用，

有效提升上海市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能
力。其中，“多龙口同步合龙技术”顺利实现了横
沙东滩滩涂整治八期工程六个龙口的一次性合
龙截流，创造了上海滩涂整治史上的新纪录。

在疏浚土处理方面，开展的环保疏浚、疏浚
土综合利用、泥浆消纳及废弃混凝土处理等技术
的研究及专利成果达 18项， 并在横沙东滩滩涂
整治八期、北横通道及沿江通道盾构泥浆消纳等
工程中成功实施，目前累计消纳泥浆 1亿多立方
米，实现了各类泥土资源的高效利用，为上海市
河道整治疏浚土、长江口航道疏浚土、工程泥浆
及工程渣土等的处理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据统计，2018-2019年度，团队在水运行业实
现新突破，先后创新了 50项关键技术，获得发明
专利 24项、 实用新型专利 36项、 软件著作权 7

项，在编制行业规范 7 本，在航道治理、涂面整
理、海洋环境治理等沿海涉水领域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团队创新的科技研究成果荣获中国水运建
设科学技术特等奖、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技
进步奖等各类奖项多达 17项，其中,国家级奖项
3项、省部级奖项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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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上航港航所：
践行工匠精神 创造最美岸线

人才与队伍是企业发
展的基石，立功竞赛活动的
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打磨
队伍、锤炼人才。

港航所团队工会负责
人介绍，2019年， 港航所团
队内部开展了 38 余次专业
讲座、13 人次专业带教、33

次技术交流与合作，并举办
了商务英语演讲比赛、PPT

汇报大赛、BIM 技术比赛、

勘察技术比武等 8次活动，

提升了队伍技术水平和综
合素质，保障团队战斗力。

在廉洁队伍建设方面，

团队以港航所党总支为依
托，认真落实上级党委、纪
委相关要求， 对党员干部
进行守纪律、讲规矩教育。

恪守 “工程优质、 干部优
秀”原则，强化廉洁风险管
控，签署《关键岗位廉洁从
业承诺书》18 份，郑重作出
廉洁从业承诺。团队内部还
开展党风廉政主题教育 ；

开设廉洁道德讲堂、 专题
党课，集中观看廉洁警示教
育片等活动。

为了营造竞赛氛围，团
队树立起一批典型标杆，充分发挥先进人物
的示范引领作用。这其中，团队成员季岚获
评上海市巾帼创新工作室、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一巾帼
个人创新奖；陈海英获评上海市巾帼创新工
作室，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金雪英荣获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应铭、董永福荣获上海
市重大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建设功臣；刘红荣
获中国疏浚协会“青年才俊”……

港航所团队认真提炼这些先进员工的
可贵品质，注重发掘先进典型事迹，使榜样
的作用在竞赛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进一
步激发广大参建职工立足本职、 岗位成才
的工作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积极投身竞赛活动中， 为工程建设营造良
好的氛围。

此外，为了加强团队凝聚力，打造和谐
团队，倡导港航所“创造最美岸线，创造更美
生活”的文化，工会加大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开展了缤纷青年系列活动、 趣味运动会、健
步走、“六一”亲子活动、驻外员工春节慰问
等团队建设活动。

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

曹妃甸工业区围海吹填陆域形成工程

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工程

上海横沙东滩圈围（八期）工程 五大连池

文/ 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