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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跨度雙層懸索橋武漢通車
楊泗港長江大橋全長 4.13 公里 主跨 1700 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通訊員 洪芬 武漢報道）武漢第十座
跨長江大橋——楊泗港長江大橋昨日正式通車，該橋為世界最大跨
度雙層懸索橋，全長 4.13 公里，大橋主跨 1,700 米，具有主跨跨度
大、通行能力大、基礎規模大、設計荷載大、設計結構新、使用功
能新、建造技術新等特點，在國內外橋樑界創造諸多「第一」。

設計方中鐵大橋院集團黨委書記田道
明介紹，楊泗港長江大橋是武漢市

第十座長江大橋，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開
工建設。由於武漢長江江段上大橋密
集，在長江中設置主塔，會影響到航道
運輸，給行船帶來不便，設計方綜合考
慮最終採用 1,700 米懸索橋一跨過江方
案。1,700 米主跨在全球橋樑中位居第
二，在雙層橋樑結構橋樑中位居世界第
一。

主橋總荷載超 10 萬噸
中鐵大橋院集團副總工程師徐恭義介
紹，楊泗港大橋的建設堪稱超級工程，
其中多個環節都是在橋樑建設中首次涉
及，主塔塔基有 15.4 萬立方米，相當於
8 個籃球場的面積，12 層樓高的體積；
錨碇達到 30 多萬立方米，是主塔基礎的
兩倍；大橋主橋總荷載達到 10.5 萬噸，
比現代航母戰鬥群總重量還重；單根主
纜拉力達到 6.5 萬噸，相當於可以吊起
1.5 艘遼寧號航母，其所用鋼絲長度可繞
地球3圈半。
楊泗港長江大橋所用鋼樑每個節段重

達 1,050 噸，相當於約 200 頭成年大象的
重量，中鐵大橋局楊泗港長江大橋項目
經理羅瑞華介紹，懸索橋「千噸級」鋼
樑的整體安裝在國內尚屬首次，大橋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完成首片鋼樑架設，
僅用短短 36 天時間，49 片「千噸級」鋼
樑全部架設完成，完成一跨過江。

可抗 18 級大風
懸索橋是受風力影響最大的橋型，而
楊泗港長江大橋主跨 1,700 米，跨度較
大、結構相對輕柔，穩定性要求嚴格，
因此中鐵大橋院集團將大橋按照 120:1
的比例縮小，通過風洞實驗對大橋抗風
性能進行實際檢測。經過周密的計算和
反覆模擬，實驗結果顯示大橋可經受得
住自然界18級大風。
另據介紹，大橋上層兩側各設一條 2
米寬的人行觀光道，共有 8 處休息觀光
區，供市民停留欣賞江景。大橋下層設
有兩條非機動車道，每側 2.5 米寬，這
也是長江大橋上首次設置非機動車道。
下層每側還設有 1.5 米寬的人行道，供
行人遮陽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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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懸索公路
大橋——武
漢楊泗港長
江大橋正式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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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幹流沿線大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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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5月30日，長江幹流沿線共96座大橋已建， 40座大橋在建。

2 座已建，其中上海長江大橋是上海市崇明區境內的過江通
道，位於萬里長江入海口，為上海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九江長江大橋是中國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長江上規模最大的公
路、鐵路兩用橋樑；西陵長江大橋是單跨 900 米的鋼箱樑懸索
橋，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前期準備工程的關鍵項目。

江蘇：

重慶：

上海（包括跨越江蘇）：

大橋創多個世界之最
主跨：1,700米，在雙層橋樑結構中跨度世界第一

13 座已建， 8 座在建，其中南京長江大橋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
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樑。江陰長江公
路大橋是中國第一座跨徑超越千米的特大型鋼箱樑懸索橋。

車道：主橋雙層雙向12車道，公路橋樑通行能力世界最大
拉力：大橋主纜設計張力 6.5 萬噸，吊索設計拉力 500 噸，主纜鋼絲強
度等級世界最高

安徽：
9 座已建， 2 座在建，其中蕪湖長江大橋採用低塔斜拉橋橋
型，主跨312米，是中國重載橋樑跨度發展的里程碑。

荷載：設計荷載10.5萬噸，世界最大
基礎：錨碇基礎採用直徑 98 米的圓形地下連續牆結構，圓形橋樑基礎

湖北（包括跨越江西與跨越湖南）：

世界最大

29 座已建， 13 座在建，其中武漢長江大橋是新中國成立後修
建的第一座公鐵兩用長江大橋，1957 年 10 月 15 日通車運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31 座已建， 11 座在建，其中魚洞長江大橋寬度 41.6 米，是長
江上最寬的跨江大橋，大橋形成「兩邊跑汽車，中間跑輕軌」
的景觀；朝天門長江大橋主跨長 552 米，為世界跨徑最大的拱
橋；菜園壩長江大橋是國內最大的公共交通和城市輕軌兩用大
橋，為重慶主城著名的景觀。

四川：
12 座已建，6 座在建，其中合江長江一橋建成時為世界跨度最
大鋼管拱橋。

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加緊了與深圳合作的
步伐。昨日，深圳市福田區政府舉行新
聞發佈會，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佈會上
獲悉，一批新興科技專業園區剛剛在福

田區落成並即將投用，這批專業科技園
區主要聚焦 5G、生物醫藥、量子研究、
金融科技等領域，將助力深圳建設「綜
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香港 4 家高校的科
研機構入駐其中，包括香港大學病毒研
究所、香港城市大學國際電子顯微鏡基
礎設施、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大灣區
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
腦健康濕實驗室。

科技專業園區包括 6 項目
深圳市福田區政府此次發佈的這批
新興科技專業園區包括 6 個項目：新一
代信息技術產業園、深港國際科技園

（廣田國際中心）、國際生物醫藥產
業園、國際量子研究中心、灣區國際
金融科技城以及華強北 5G 應用體驗街
區。
深港國際科技園中心項目是深港科技
合作的重點。該園作為福保－河套區域
唯一新建項目，佔地面積約 3 萬平方
米 ，總建築面積約23萬平方米 。園區採
取政企合作的方式，形成優勢互補，在
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領域，
吸引香港、國際重大科研項目和創新型
企業項目落地。目前南開－牛津大學聯
合研究院、香港大學病毒研究所，香港
城市大學國際電子顯微鏡基礎設施、香

8 天 50.5 億元！
創國慶檔電影票房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電影事
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昨日數據顯
示，9月30日至10月7日內地電影票房為50.5
億元（人民幣，下同），創同期歷史新高，比
此前的同檔期紀錄增長86.42%。新中國成立70
周年重點影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
《攀登者》位列檔期票房前三名。

8 天觀影人次 1.35 億
數據顯示，國慶檔 8 天觀影人次為 1.35
億，亦創同期歷史新高；國慶節當天電影票
房達 7.96 億元，創下非春節檔單日票房的新
紀錄；三部重點影片 8 天的票房分別為 22.23
億元、19.75億元、8.23億元。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孫向輝說，三
部影片在藝術創作上的創新進取精神得到了
觀眾的高度認可，也顯示了檔期所展現的民
族情感與全社會高漲的愛國熱情相得益彰；
而與以往的宏大敘事不同，此次三部重點影
片以散發着濃濃生活氣息的藝術特色，贏得
了觀眾的喜愛。
「今年國慶檔三部重點影片是中國電影人
對新中國 70 華誕的莊重致敬，創作者通過類

型化創作和
藝術創新，
與觀眾強烈
的愛國情和
昂揚的精神
氣形成巧妙
共振，擴展
了獻禮片的
題材寬度，
提升了主旋
律的創作高
度，實現了
為民族立心
鑄魂、為人 ■《我和我的祖國》電影海
網上圖片
民抒寫放歌 報。
的責任擔當。」她說。
另據國家電影專資辦介紹，在國慶檔期
的拉動下，截至 10 月 7 日，今年總票房達
522.47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2.74% ， 其 中 國 產
影片 327.93 億元，市場份額為 62.77%；今
年 票 房 過 億 元 影 片 已 有 63 部 ， 其 中 國 產
片 33 部 ， 票 房 前 10 名 影 片 中 國 產 片 有 7
部。

港中文大學（深圳）大灣區生物醫藥創
新研發中心等研究機構已落戶。
此外，國際生物醫藥產業園也將打造
成為深港生物健康行業的新合作基地。
園區佔地面積約 2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約
3 萬平方米。現已有香港科技大學腦健康
濕實驗室、中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實驗
室及公共服務平台、博濟生物醫藥研發
公共服務平台及配套孵化器、香港保信
亞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在內的一批高
端創新項目及創新平台入駐。灣區金融
科技城也匯聚了來自香港 、深圳、北
京、上海、廣州等地的 64 家金融科技企
業。

內地法院
首次受理香港保全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昨日上午，上海海事法
院受理了一宗香港仲裁程序中的當事人申請財產保全案件並於當日
依法裁定准許。這是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以下簡稱《仲裁保全安
排》）作為司法解釋於 10 月 1 日生效以來，內地法院受理的首宗香
港仲裁程序中的財產保全案件。
據悉，2018 年 5 月，申請人香港某海運公司與被申請人上海某公
司簽訂了一份航次租船合同，約定由申請人通過提供貨輪，將被申
請人的一批煤炭從印度尼西亞運輸到上海。後因被申請人取消租約
造成申請人損失，申請人根據合同約定提起臨時仲裁。在臨時仲裁
期間，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約定由被申請人支付18萬美元。然
而，被申請人未按照約定支付款項，申請人根據《和解協議》中約
定的仲裁條款於2019年7月16日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提起仲裁。

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申請人通過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向上海海事
法院轉遞其財產保全申請，要求查封、扣押、凍結被申請人賬戶和
其他財產。收到保全申請後，上海海事法院依照《仲裁保全安排》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予以立案受理，
並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審查後裁定予以准許。
「《仲裁保全安排》生效施行後，更便於兩地當事人向法院申請
預防性救濟措施的相互協助，此次上海海事法院依照最高法院的司
法解釋高效做出裁定，及時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利於仲裁
裁決的順利執行，」申請人表示。

根治農民工欠薪不力 三省負責人被國務院約談

4 家港校科研機構落戶深圳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 8 日發佈消息，3 個省級政
府因為 2018 年根治農民工欠
薪工作不力被評為 C 級，其負
責人被約談。
近日，國務院根治拖欠農民
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向各省、
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和新
疆生產建設兵團通報 2018 年
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考
核情況。根據工作考核情況，
10個省級政府被評為A級，19
個省級政府被評為 B 級，3 個
省級政府被評為C級。

出台措施 治理欠薪

通報指出，過去一年來，各
地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
務院決策部署，狠抓責任落
實、制度落實和工作落實，保
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取得新
的積極進展，欠薪問題高發多
發的態勢得到進一步遏制。但
從考核情況來看，各地區仍不
同程度存在一些問題，欠薪仍
時有發生，距離根治欠薪的目
標還有不小差距。
約談要求，被評為C級的三
個省級政府要對存在的問題舉
一反三，認真查找自身工作中
存在的突出短板和不足，拿出
務實管用的措施盡快加以解
決。要落實好屬地政府和部門
責任，堅持標本兼治，強化綜
合治理，把功夫真正下在平
時，繼續加強日常監管，清查
並有效化解欠薪隱患。要發揮
好多部門聯動機制作用，做好
上下溝通和統籌協調，加強對
地方和相關部門的工作指導和
督促檢查，推動各項政策措施
和工作要求落實落地。
約談會上，三個省級政府負責人作了
表態發言，表示誠懇接受約談，全部認
領問題，並追根溯源，認真制定整改方
案，堅決全面進行整改，全力以赴做好
保障農民工工資工作，堅決完成根治欠
薪工作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