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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通车试运行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2:
18，长沙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通车试运
行，比原计划提前近一年。
长沙地铁 4 号线全长 33.5 公里，起
于罐子岭站终于杜家坪站。中国电建以
“投资+施工总承包”的模式承建 4 号线
二标段项目。

长沙地铁 4 号线自开工以来，一直
秉承“安全地铁、精品地铁、绿色地
铁、经营地铁、人文地铁” 建设理
念，积极融入长沙、建设长沙，集中优
势资源，全力以赴用心建造每一寸地
铁，确保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全面受
控，实现完美履约。项目先后攻克黄土

岭管线改迁难题，开创长沙地铁建设首
例“一次始发、二次组装”分体始发方
式，成功实现横贯湘江安全质量“双零
目标”。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完
成工程建设中各项任务。
工程建设三年半间，项目相继获得
轨道交通集团“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优秀

项目部荣誉”称号，长沙市安全生产标
准化优良工地，长沙市“安康杯”优胜
单位，长沙市“绿色工地”称号，湖南
省建筑工地施工质量标准化工地称号。
在轨道杯精细化考核中屡次获得全线第
一名等荣誉。
(赵子鉴)

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段正式通车

本版编辑
（上接第一版）
噩耗传到北京，曾经五次听取殷开
忠汇报二滩设计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
同志十分痛惜，跺脚长叹：
“天公实在不
公!天公实在不公!”并亲笔手书李白《哭
晁卿衡》诗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
色满苍梧”，寄托自己的哀思。
火红的攀枝花凋谢了，灿若云霞
的凤凰树花又开放了，王洪炎、蒋正
超、张超然、程志华接过殷开忠留下
的设计重担，他们和殷开忠一样，以
高度的事业心，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
决心，在二滩勘测设计这条通向高峰
的艰难跑道上，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将生命的色彩融进了奔腾不息的雅砻
江。

创造二滩奇迹

太行山高速邢台段通车。 李 瑾

摄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10 点，公司投资建设的太
行山高速公路项目 （包二） 邢台段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太行山高速邢台段项目主线全长 83.703 公里，从北向南
依次穿越临城县、内丘县、邢台县及沙河市，起点北接平赞
高速公路，终点于沙河市册井乡同太行山高速邯郸段相接。
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共建设互通 9 座、隧道 4
座，桥隧比 23.8%。
自 2016 年 6 月 28 日进场以来，公司太行山项目不断优化
施工组织，狠抓质量、安全、进度管理，快速推进道路建
设，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履约良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肯定。
太行山高速公路项目 （包二） 包括太行山高速公路邢台
段、太行山高速公路邯郸段，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冀津界
至保石界段，新乐至元氏高速公路郭村至南高营段等四个项
目。
太行山高速公路纵贯太行山区，全长 652 公里，起于张
家口涿鹿县京冀界，止于邯郸市涉县冀豫界，途经张家口、
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 5 市 19 县，44 个互通、18 条连接
线与 11 条高速公路和数十条国省干线相连相通，成为畅通京
冀豫的又一条交通大动脉。
太行山高速公路是一条便捷安全绿色智能的富民路，其
南北贯通，缩短了区域时空，石家庄到张家口减少高速公路
里程 130 公里，到阜平减少 60 公里，分别节约通行时间 60 分
钟、40 分钟以上，对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服务
水平有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李 瑾）

川藏铁路成雅段正式通车运营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8 日，水电
五局参建的川藏铁路成雅段项目正式
开通运营。
新建川藏铁路位于四川省和西藏
自治区境内，线路起点于四川省成都
市，是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建设
项目。水电五局承建的川藏铁路成雅

段站前二标，全长 25.9 公里，集桥梁、
隧道、路基、火车站场、涵洞等施工
内容一体。
川藏铁路是进藏铁路之一，被誉
为“第二条天路”。项目部大多施工区
域均位于崇山峻岭之间，地跨三个区
县，协调难度大，加上雅安地区雨水

多，外部施工环境不良导致的许多困
难，让整个项目的推进“荆棘丛生”
。
水电五局参建人员制定操作性强
的解决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并责任到
人，通过“战雨季、交场地、保铺
架”，使得项目既定目标，按节点要求
有序推进，43 个月的时间圆满完成履

约。

成雅铁路在运营前期，每天安排 4
对动车组列车进行旅客输送。在这期
间，水电五局项目部将按照相关规定向
成都铁路局及时全面提交技术资料，并
按照行车组要求全面做好各项工作，
保证动车组正常运营。
（刘佳静）

二滩，凝聚了无数建设者的心血
和汗水，才成为了屹立于世纪之交的
不朽丰碑。
1986 年，二滩水电站的初步设计
顺利通过国家计委审查。潘家铮、张
光斗两位著名专家，对二滩初步设计
的质量和深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获得了权威的肯定，成都院人并
没有忘乎所以。时任成都院副院长、
分管二滩工作的高安泽和总工程师王
洪炎，脑海里一直思索着一个问题：
二滩电站的初步设计能不能进一步优
化？又该从何处下手？在高安泽等人
身上，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敬的地方一
一体现，他们往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
高度思考问题。他们组织技术人员攻
关，取得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得到了
专家的支持和鼓励。拱坝体型等多项
优化，对二滩的投资和建设工期，产
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9月，
二滩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1998 年 5 月，大坝下闸蓄水。
1998 年 6 月，一座雄伟的高 240 米
的抛物线双曲拱坝矗立在雅砻江上。
1998 年 8 月 18 日，第一台机组建
成投产；1999 年 9 月，首台国产 55 万
千瓦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正式并网发
电，为国庆 5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1999 年 12 月，电站最后一台机组
并网成功。至此，我国 20 世纪内建成
的最大水电能源项目——二滩水电站
全部投产。
亿万年来一直桀骜不驯的雅砻江
水已变成强大的电流输向千家万户。
二滩的每个时间点，每项记录都
无不令人兴奋。之所以能够高质量、
高速度、高效率地建成，离不开成都
院高水平的勘测研究、设计论证、监
理咨询，三者结成一体，是成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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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滩之关键所在。
二滩水电站，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利
用世界银行贷款、采用国际招投标、现
代企业管理方式建成发电的最大水电
站。经过二滩水电站的建设，成都院的
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
台阶，监理咨询业务得到了跨越式的发
展，国际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编制的二滩招标文件成为世界银行
贷款项目在东南亚的范本。
正如潘家铮所言，这座共和国水
电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将骄傲地向世
界宣告：中国人有能力去建设我们需
要修建的电站，按照我们的需要修建。

壮大二滩基因
荣誉纷至沓来。在 1998 年，二滩
水电站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评
选为中国科技发展十大科技新闻项
目，居第六位。二滩水电站设计荣获
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勘察
问鼎全国第八届优秀工程勘察金奖和
首批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
两院院士张光斗曾给时任成都院
院长胡敦渝的信中，对成都院勘测设
计工作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成都院完
成了高质量的地质勘测和试验研究工
作，做了高水平的设计和优化工作，
进行了精心的监理工作，是二滩水电
站的奠基者。勘测设计研究这个世界
前列的高 240 米的双曲薄拱坝和 330 万
千瓦的地下厂房，主要靠本国的技术
力量，表明我国已有了世界一流的设
计机构，同时成长了一批一流的工程
师，值得庆贺和高兴。
在水力资源丰富的大江上建设世
界一流的水电站，这是中国水电建设
者的梦想和追求，把梦想变为光荣和
现实，成都院用了 40 多年。一座记载
着他们业绩的丰碑第一次在祖国的大
江上高高耸立。
二滩的成功建成，为小湾、锦屏
一级等国内特高拱坝的启动建设带来
了曙光，也形成了可以参照的“二滩
模式”——国内薄拱坝的设计和枢纽
布局，几乎都是二滩的复制或者在此
基础上的进一步改进。二滩造就了一
大批人才，也奠定了成都院水电设计
的领先地位，为后来溪洛渡、锦屏、
瀑布沟、大岗山等特大型电站的设计
做好了技术储备。
正是因为有了老一代成都院人的
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无私奉献，才
有了今天的成都院；也正是因为有了
成都院几代人的薪火传承，几代人的
精神传承，才有今天 “二次创业”的
梦想和不竭动力。
追梦人前进脚步不止!

卡西姆电站累计发电量超 75 亿千瓦时
本报讯 当地时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00 时，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
站累计发电量达 75.59 亿千瓦时，总上
网电量近 71 亿千瓦时。发电量相当于
巴基斯坦目前全国发电量的 10%，为促
进巴电力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15 年 4 月，卡西姆电站项目作为
“中巴经济走廊”首个落地实施大型能
源项目，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
签订了 《实施协议》 和 《购电协议》。
中国电建仅用 32 个月的时间，确保了
电 站 全 部 并 网 发 电 。 2018 年 4 月 25
日，卡西姆电站顺利进入商业运行。
今后每年发电量约 90 亿千瓦时，满足
巴基斯坦 400 万户家庭，超过 2000 万人

在城市所有的发展要素中，交
通无疑是其中重中之重；而承担着
巨大客流重任的轨道交通，是其中
名副其实的“流量担当”。它为城
市繁荣输送绿色、可持续的能量，
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助推器。
自改革开放 40 年来，成都交
通建设不断发力，交通基础设施不
断增强，轨道交通更是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过程。目前，成都在建轨道交通线路
10 条，里程超 350 公里；开通运营线路
6 条 ， 运 营 里 程 达 196 公 里 。 预 计 到
2020 年，运营里程将达到 508 公里。
作为“城市轨道建设者”，中国电
建在成都的轨道交通发展史上功不可
没。从东连桃花故里龙泉驿区、西接千
年鱼凫古城成都市温江区的地铁 4 号线
二期工程，到全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投
资额最大的 PPP 项目、也是成都市首个
PPP 地铁项目 18 号线……中国电建为
成都轨道交通书写出了一部光芒闪耀的
时代华章。

开篇之作：穿越古城的 4
号线二期工程
“一直以来，中国电建高度重视成
都轨道交通市场，把其作为重要的区域
市场给予战略上、政策上的支持。”中
国电建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3 年 4 月，中国电建首次大规模
进入成都。东连该市桃花故里龙泉驿
区、西接千年鱼凫古城成都市温江区的
成都地铁 4 号线二期工程，成为其开篇
之作。
在建设中，中国电建坚持以“成都
企业建蓉城”为企业定位，以“参加成

用电需求，极大改善巴基斯坦电力短
缺现状，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电力。
卡西姆电站作为“中巴经济走
廊”的精品工程和示范工程，对巴基
斯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卡西姆电
站采用中国资本，利用中国先进标
准、技术和设备，充分发挥中国电建
投资、设计、监理、施工、运营全产
业链一体化优势作用，降低了电站投
资建设成本，上网电价低于巴基斯坦
平均电价。并通过“煤代油”促进了
巴基斯坦电力能源结构调整，对巴国
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改
善民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二是在
工程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建非常注重

与巴基斯坦分享先进的工程技术，带
动巴基斯坦工业水平的提升，积极发
掘当地有资质和潜力的分包企业，主
动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工程分包联系，
分享先进工程技术和管理理念，加大
当地工程技术、安全、质量等高级技
工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教育。三
是中国电建将“科学开发，绿色发
展”的理念贯穿于能源工程建设始
终。电站采用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超
临界机组，同传统燃油发电机组相
比，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发电效率更
高，对环境更加友好，并且电站利用
海水二次循环冷却和海水淡化补水，
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达
到了巴基斯坦和世界银行的环保标

准，可以说是“超洁净发电”，为当地
留住了蓝天碧水。四是中国电建始终
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大力推
行“本土化战略”和“差异化管理”，
提高巴籍员工和管理人员比例，通过
工程建设，为当地提供了各种工作岗
位，卡西姆电站建设高峰期巴籍员工
达 4000 多人，进入运营期将为当地提
供 600 多个长期稳定就业岗位。该项目
间接带动材料供应、设备运输、法律
咨询、财务审计等上万名服务人员的
就业。
截至目前，卡西姆电站已累计为
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缴纳各
类税款超过 1.67 亿美元。
(康从钦)

二滩电站全景。

轨 道 交 通 的“ 成 都 实 践 ”
——中国电建助推成都轨道交通大发展
都轨道交通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为企业
地建设之中。
使命，根据项目特点和自身的发展阶
18 号线连接成都主城区、天府新
段，建立起了一套既适应成都地铁建设
区、天府国际机场的重要线路，也是
管理模式，又具有中国电建特色的标准 “东进”区域的轨道交通“动脉”。线路
化管理机制，以实现成都轨道交通区域
起点火车南站，经环球中心、世纪城、
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即 “一
麓山至天府新区博览城片区，终至新机
个理念、两部建设、三化建设、四维推
场。线路全长 62.27 公里，共设置 12 座
动”的项目建设举措。
车站。
随着一系列标准化、规范化、精细
据了解，18 号线项目特许经营期
化施工管理手段的全面推行，中国电建
26 年 （含建设期 4 年）。投资总额为 347
在成都轨道交通领域的品牌实力逐步彰
亿元，资本金比例占 20%，为 69.4 亿
显。公司为此专门成立了中电建成都建
元，融资 80%，为 277.6 亿元 （投资总
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建成都地铁 4
额最终以成都市政府批准的 18 号线初
号线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以“投融
步设计概算为准）。
资+设计施工总承包+回报”的模式负
作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快线，18
责此项目。
号线的特点可概括为“4 个第一”，即
建成后的 4 号线二期让龙泉驿区成 “第一速度、第一长度、第一隧道、第
为成都市坐拥“双地铁”的第一个区；
一模式”。第一速度——国内拟建第一
同时，以首线姿态串联起温江这座有着
条设计运行时速为 140 公里/小时的轨
4000 年 历 史 的 鱼 凫 古 城 ， 让 它 进 入
道交通线路，国内暂无先例，且无完全
“成都半小时交通圈”，直接享受融入成
适用的设计及施工规范。第一长度——
都“地铁线网”的交通利好，在千年古
国内拟建的最长轨道交通机场专线。第
城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隧道——龙泉山一号隧道全长 9.4 公
里，是国内拟建的最长的地铁山岭瓦斯
崭新契机：连接新机场 隧道。第一模式——成都市轨道交通第
的 18 号线工程
一个全口径 PPP 项目，也是目前全国城
市轨道交通领域投资额最大 PPP 项目。
众所周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于
鉴于 18 号线工程难度大、需与新
2020 年投入使用，与机场同步投用的
机场同步开通等因素，为保障工期，
成都轨道交通 18 号线也正在如火如荼
2015 年 12 月 9 日，成都轨道集团与中

国电建股份公司正式签署了 18 号线项
目合作协议，由中国电建股份公司提前
进 场 开 展 相 关 工 作 。 2018 年 5 月 22
日，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成都轨道交通
18 号线工程 PPP 项目特许经营合同在
成都正式签订。
据介绍，18 号线创新采用最新的
设计施工技术，以 BIM 模型为载体，
创新科技、升级管理，充分借助大数
据、物流网、云计算、VR、GIS 等先
进技术，创新“线上+线下”协同建设
管理模式，推动成功共享、信息采
集、数据移交、流程管控等设计施工
一体化应用，打造了一整套覆盖施工
管理全流程的现代化管理体系。

厂、成都电力机械厂等装备制造企业参
与了物资供应及设备制造；上海电建、
电建市政公司参与站后系统工程的建设
等。
通过五年来参与成都轨道交通建
设，中国电建各成员企业升级了资质、
积累了人才和经验，提高资源整合能
力，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电建股份公司设
计、施工、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参与城市
轨道交通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品牌影响
力，带动了地铁市场的中国电建标准、

成都院供稿

电建技术、电建设备的“集成式”制
造。
自 2014 年开始参加成都市地铁项
目综合评比以来，中国电建连续四次荣
获投融资单位年度总评冠军。
在 4 号线二期工程建设通车期间，
中国电建获奖无数，包括四川省优质结
构工程奖 2 项、四川省优秀安装质量奖
1 项、省部级 QC 成果 5 项、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 3 项、省级工法 3 项、中国电
建股份公司级工法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等。
截至目前，中国电建在蓉项目涉及
水电建设施工、电力工程建设施工、房
地产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等多项业务，每年在川营业收入近
600 亿元。
(铁路公司)

“集成式”制造助推产业
链发展
在 4 号线二期和 18 号线工程的建
设过程中，中国电建成都公司深入贯
彻 “产业融合”战略，积极引入电建
集团成员企业全面参与工程的设计、
施工、生产和装备制造，以区域市场
带动电建全产业链发展。
譬如，水电四局、五局、六局、
七局、十四局 5 家企业分别组建土建及
机电安装装修标段；华东院、成都院
作为工点院参加设计工作；成都铁塔
厂、成都电力金具厂、河北电力装备

成都轨道交通 18 号线火车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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