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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访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

工匠精神擎起工匠精神擎起

苏权科，男，1962 年出生，陕西岐山人，
1987年毕业于长安大学（原西安公路学院），
现任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先后参与建设陕南紫阳汉江大
桥、汕头海湾大桥、台山镇海湾大桥、厦门海
沧大桥等。

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之后，
苏权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
术负责人，后担任总工程师。2018年10月，
在伶仃洋（又称零丁洋）上奋斗15年后，他和
团队终于完成了曾许下的“建设世界一流桥
梁”的梦想，成为继茅以升、汪菊潜、杨旸春等
先辈之后，新中国划时代的桥梁专家。

人物检索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740年前，文天祥兵败被囚途中，写下悲壮
的名篇《过零丁洋》……

1840年，英国人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从伶仃洋登陆……

2018年10月，横跨伶仃洋的港珠澳大
桥正式通车……

今天，你我驾车飞驰在国之重器上，“新

过伶仃洋”的感悟，更多的是自信和自豪。
8月2日，记者对苏权科进行了专访。
苏权科表示，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

中，上百名专家，上千名科技人员，先后
开展了 300多项科技研究，创新了海上装
配化桥梁、人工岛、超长深埋沉管隧道工
程理论等先进工艺工法和标准，经过两万
多名产业工人工厂化生产、海上吊装、海
底拼接，历经几千个日夜的奋斗，铸就了
高品质的越海通道。

陕工报：港珠澳大桥创造了哪些“中
国标准”？

苏权科：港珠澳大桥在国内首次采用
120年设计使用寿命，对设计、施工、管
理、运维、环保和景观多方面都有高标准
要求。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在外海建设桥岛
隧集群工程。因为要应对台风、暗流、潮
汐等因素，倡导了大型化、工厂化、标准

化、装配化的“四化”搭积木式精致化建
桥模式。同时为了不影响伶仃洋黄金航道
和香港机场运行，采用了桥岛隧组合方
案，创新了多项工艺工法。此外，为了保
护中华白海豚生存环境，也对施工提出特
殊的要求。

主体桥梁采用大规模的钢箱梁结构。
港珠澳大桥22.9公里的主体桥梁要满足繁
忙的航运需求，又要能承受 8级地震的冲

击，桥面主体需要大跨度、比传统混凝土
结构更轻便的材质，便尝试采用了大规模
的钢箱梁结构。为此，承接生产的钢结构
制造企业，全面升级生产线，采用机器人
全自动焊接，工厂化完成了相当于 10个
鸟巢、60个埃菲尔铁塔的 42万吨钢箱梁
结构的生产任务，全面升级了中国结构生
产工艺和技术。可以自豪地说，全世界生
产规模最大的钢箱梁生产线在中国。欧洲
一些国家修建桥梁，考虑钢箱梁结构时，
点名要中国企业。

太原钢铁集团研发的耐低氧、高盐双
相不锈钢钢筋，满足了外海桥墩工艺要
求。同时也带动了混凝土、钢板、橡胶制品
等原材料和桥梁构件生产的质量管理和品
质大幅提升。

先后建立了63本技术标准，第一次实
现全部模块化建桥，拉动了产业链上下游

工艺工法的升级换代。目前，一些申请了
行业和省级标准，一些申请了团体标准及
国家标准。大家关注的深海沉管地基处理
技术、快速成岛技术、沉管隧道抗震、防火
实验技术、耐久性设计的港珠澳模型等创
新技术和标准，正在同一些国际组织协商，
争取进入国际标准。

文莱在建的淡布隆跨海大桥之所以选
择中国企业，看重的便是在港珠澳大桥建

设中使用的新标准，特别是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的工艺工法。目前，东南亚、非
洲一些国家桥梁建设正在使用和优先选择
中国标准、中国工法、中国工艺、中国制造。

标准很重要，可带动上下游产业链
发展。中国基建工程造价低于欧美，比
国际同等一流水平造价低很多，这让产
业链上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有了较大竞
争优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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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寨会议：成立中共陕北特委

“为了把李子洲来纪念，把绥北改名为
子洲县。咱子洲县这几年是大发展，各个
乡镇都不简单……”8月 1日，记者来到子
洲县南丰寨，正赶上农历七月初一庙会。
在纪念馆广场，陕北说书艺人戴九州的即
兴表演，将采访团记者的思绪带到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

南丰寨位于榆林市子洲
县县城东南十里许的大理河
之滨，三面环水，地势险
要。在南丰寨古庙旁，省委
党史研究室调研员汤彦宜告
诉记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

后，许多共产党员被捕或被通缉，基层党
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恢复李子洲等共产
党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团组
织，1928年 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
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

1928年 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
议在南丰寨古庙召开。鉴于当时的严峻形

势，会议严格保密，所有参会人员扮成香
客陆续上山。65岁的子洲县政协原秘书长
王生才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
副主席的马文瑞当时还是一名共青团员，
主要承担送饭任务，每次只能把饭送到山
脚下，再由专人送上山。

这次会议宣告中共陕北特委成立，讨
论了陕北政治、军事和革命形势，通过了
组织、宣传、农运、青运等工作原则的决
议。会后，陕北红色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开
始纷纷建立，陕北革命进入新高潮。

到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

中共陕北特委共存续了 7年时间，为陕北
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作出了非常重要
的贡献，对党中央能够稳定立足陕北、
中国革命从陕北走向全国胜利奠定了重
要基础。此后，由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
地，人口超过 100 万，革命政权遍布 20
多个县，游击区扩大至 30个县，主力红
军已拥有 2个师 9000余人，各路游击队
和游击纵队发展至 4000余人，这些都为
党中央从陕北根据地出发、取得全国胜利
筑起了坚强堡垒。

本报实习记者 赵院刚

最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师工会
干部以及当地的部分劳模、农户，一边致力
于发展高效经济作物，一边满怀感激地与
杨凌示范区总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相隔
千里，却亲如一家。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
故事呢。

4月的一天，杨凌示范区总工会接到一
个陌生电话：“我们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
三师工会，我们选派了 8位劳模和致富能
手，希望去杨凌取经，请求你们给予支持。”

仔细一问，原来是十三师在“等米下
锅”——为了转型，工会想为职工寻找适合

种植的高效经济作物。但是去哪里找？他
们只知道杨凌作为农业示范区，一定汇聚
着中国最新的农业思想、产品和技术，可是
具体找什么部门或单位却茫然不知。“天下
工会是一家”，十三师工会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找到了杨凌示范区总工会。

清明小长假在即，接到十三师工会的
求援电话，杨凌示范区总有些为难。“我们
正筹备组队参加陕西省第五届职工科技节
动员大会，抽不出人来，而十三师不但没有
考察目标，而且一定要在小长假期间考察，
各单位要放假，专家教授要外出怎么办？”

十三师工会一再请求，情况特殊，时间
再迟几天，就会影响一季农作物的种植。

耽误一季就是耽误一年啊！“不能让十
三师的职工希望而来、失望而归，更不能影
响兵团职工的生产安排，无论多难，一定要安
排好这次考察！”杨凌示范区总上上下下迅速
行动，拿出打硬仗的劲头筹备考察事宜。

全体干部加班加点，充分发挥杨凌的
农科教、产学研优势和杨凌各级各类劳模
的作用，动用各方面力量反复协调沟通，精
细制订考察方案，周密安排考察行程……

客人们如期而至。在随后的 3天时间

里，杨凌示范区总先后安排十三师工会一
行人考察了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杨凌职业农民创
业创新园、杨凌锦田果蔬专业合作社、杨凌
金薯种业科技公司。十三师工会一行人满
载而归。

目前，杨凌示范区总工会已经通过考
察活动促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届4名
本科毕业生到十三师实习，为哈密带去果
树、蔬菜、花卉及相关种植技术。两地工会
仍在为固化考察成果而持续努力着。

（毛浓曦 张雨萍）

为了边疆职工的需要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回想起今年春节前见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情景，顺丰速运北京石头胡同营业
点的几位快递小哥至今仍难掩激动。在
这群被总书记称为“小蜜蜂”的普通劳动
者心中，总书记的关心犹如阵阵暖流。
对快递小哥的重视，折射出总书记对亿
万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关爱之情。

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劳动创造出来
的。尊崇劳动，标示着文明进步，也激发
出发展动力。进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
看科研院所，习近平总书记不管走到哪
里，都要关心询问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情
况。向默默奉献的人致敬，为平凡劳动
者点赞——总书记用亲切问候和暖心举

动，彰显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唱响“劳
动最光荣”的时代强音。

在平凡的世界里，每一个用双手创
造生活的劳动者，都值得社会尊重。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方案》规划的路径，到《关于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释放的红利，再
到全国有400多个城市设立了环卫工人
节，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在让劳动
者更有保障、更有尊严变为现实。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尊严，映照共
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在提高效率的同
时更加注重公平，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
时更加注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强调

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价
值——始终不变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
向，带给广大劳动者更多的获得感，激励
他们用辛勤汗水浇灌幸福之花，用实干
奋斗实现人生价值。

正是劳动，成就了一个充满活力魅
力的现代中国；也正是劳动，让我们今天
无比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向
劳动者致敬，为追梦人鼓劲，共同凝聚起
我们一路前行的不竭动力。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有尊严
·辛识平·

本报讯 8月 7日，省统计局
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陕西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一。《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陕西成功化解了各种
挑战和矛盾，走出了一条符合
省情、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
发展之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总量实现“大跨越”，增速稳居第
一方阵。

经济总量不断扩张，接连跨
跃新台阶。新中国成立以来，陕
西经济总量实现了量的跨越，经
济规模持续快速扩张。1952年，
全省生产总值为 12.85 亿元，

1981年突破百亿元，1995年突破
千亿元大关，2001 年、2004 年、
2006 年、2007 年分别跨越两千
亿、三千亿、四千亿、五千亿
关口，之后以年均增加 1700亿
元以上的水平快速发展。2010
年实现历史性突破，跻身全国

“万亿元俱乐部”。党的十八大
以来，陕西经济总量持续扩
大， 2017 年迈上两万亿元大
关 ， 2018 年 达 到 24438.32 亿
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
1952年的1.9%提升至2.7%。

经济增速稳居第一方阵，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

初期，全省经济增速波动较大，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稳步快速发
展阶段，各年均保持较快增长态
势。1995年以后发展驶入快车
道，除 2001年外，均保持两位数
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与
全国一样进入增速换档期，由两
位数高速增长逐步换档为个位
数的中高速增长，2018 年增长
8.3%，居全国第 5 位，高于全国
1.7个百分点。1953-2018年年
均增长9.1%，高于全国年均增速
1 个百分点。其中，1979-2018
年年均增长 10.7%，高于全国年
均增速1.3个百分点。

陕西经济增速稳居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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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共同举办陕西省“奋力追赶超越 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
会。会上，宝鸡市委副书记、市长惠进才
以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宝鸡市聚
力“四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题，概括了
宝鸡7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工业由弱到强
实现了“制造宝鸡”之变

70年来，宝鸡工业实力不断增强，从
一个老工业基地嬗变为装备制造业强
市，制造业已成为宝鸡的硬实力。

工业总量大幅增长，规上工业总产
值突破 3000亿元，年均增长 14.9%，工业
增加值达到1064亿元，占GDP比重47%；
产业体系日臻完善，形成了以五大支柱
产业集群、五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
工业体系，涵盖 35个工业门类、224个工
业行业，拥有陕汽、吉利、东岭、石油钢管
等一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创新
能力大幅跃升，宝鸡是 38个国家创新型
试点城市之一，拥有国家级研发中心或
分中心 17个，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
比重达到46.3%。

城市由小到大
实现了“名城宝鸡”之变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宝鸡成为国家
关天经济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的副
中心城市，在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地位愈
加突出。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实施“东扩南移
北上”战略，规划面积达到117平方公里，
形成了“一带一轴五组团”城市空间布
局，市区建成总长 538.2公里的城市道路
504条，架起渭河大桥 13座，主城区人口
增长到 102万人，宝鸡进入全国大城市序
列，属陕西省第二大城市。（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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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宝鸡人闻鸡起

舞、砥砺奋进，努力建设“一带一路”上的国际

化城市、装备制造业名城、彰显华夏文明的历

史文化名城、宜居宜业美丽幸福城市，开创了

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8月8日，宝鸡市委副

书记、市长惠进才用“六变”概括了宝鸡70年

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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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指导意见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降低招生门槛 全国技师学院今年扩招20万人
■应急管理部：7月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公安部提醒：所有民族资产解冻项目全是诈骗
■今年陕西财政就业补助金将让16.74万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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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日至 3日，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副主
席李树国一行来陕调研职工技术创新、职工（劳模）创
新工作室创建、班组建设等工作，并开展送清凉活动，
慰问一线职工。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省国防
工会主席吴志毅，省国防工会副主席陆毅陪同。

李树国先后来到陕西航天建筑有限公司、中核陕
西铀浓缩有限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调研慰问，并组织召开劳模和职工座谈会，就职工
技术创新、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班组建设等
工作听取意见。

李树国强调，工会组织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引领，
教育和引导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建功立业，创新
创效。要深入推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围
绕企业中心工作，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和技能大赛，不
断加强职工技术创新、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和
班组建设等工作，做好师带徒和技艺传承，努力打造
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健全和
完善对高技能人才的激励机制，推进职工创新成果按
要素参与分配，加快职工创新成果转化，进一步提高
职工创新热情。

李树国来我省国防企业调研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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