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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晚报讯 昨天上午，由
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镇江长江大
桥南岸4号主塔墩上横梁第一次
混凝土浇筑展开（见图 沈湘
伟 摄），这是继南主塔成功封
顶后迎来的又一重要节点工程。

连镇铁路镇江长江大桥是
我国第一座公铁两用悬索桥，也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运行速度最
快、运行荷载最大的公铁两用悬
索桥，是连镇铁路的关键节点工
程。据一分部项目总工张家伦
介绍，4 号主塔墩上横梁为预应
力混凝土结构，单箱单室截面，
总高度 32.7米，横桥向长顶口约
34 米，底口 35.7 米，主要由横梁
中间主体、下缘装饰块及上部装
饰块三部分组成。

一分部项目经理陶俊告诉

记者，上横梁造型优美，外形就
像绵延起伏的五峰山。据了解，
自 5 月 15 日南主塔封顶不到 20
天，4 号墩上横梁支架就已经全
部拼装加固完成，6月14日，上横
梁底模铺装全部结束，进入钢筋
绑扎。陶俊表示，施工人员在吸
收下横梁施工经验的基础上，不
断优化施工方案，提高了工作效
率，使得在完成5、6号墩施工后，
得以全力以赴保障4号墩施工快
速推进。

据 4号墩现场技术负责人陈
国军表示，上横梁采用塔梁异步
施工，在塔柱第32节完成后进行
上横梁施工，由于上横梁施工工
艺复杂，施工难度颇多，为保证
施工工艺按照设计规范进行，因
此分成 4 次浇筑混凝土。其中，

上横梁中间主体分 2 次浇筑，此
次为上横梁主体第一次浇筑，浇
筑高度 5 米，部分倒角位置浇筑
高度6.49米。

当天气温闷热难当，记者在
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挥汗如
雨，在岗位上各司其职，按照工
作清单与技术交底，有条不紊履
行着自己的工作职责。后勤人
员及时把冷饮、盐汽水送到工人
手里，有效保障一线工人身体健
康。

目前，浇筑混凝土已达 609
立方米，镇江长江大桥南岸主塔
上下游塔柱成功“牵手”，主塔基
本成型，标志着南岸墩身施工任
务进入扫尾阶段，即将转入上部
结构施工阶段。

（常美兰 崔永兴 沈湘伟）

镇江长江大桥南岸
4号主塔墩上横梁浇筑混凝土
南主塔成功封顶后迎来重要节点工程

京江晚报讯 结合全省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大督查大
排查大落实集中行动，市食药
监局连日来顺利完成对我市
现有的 18 家食用植物油获证
生产企业开展塑化剂专项监
督检查工作。

本次专项检查共出动监
管人员 44 人次，对全市 18 家
食用植物油获证生产企业开
展了现场监督检查，并对其中
8 家企业 13 批次产品进行了
塑化剂风险监测。对于检查
中发现食用植物油分装企业
不能提供原料塑化剂检验报
告的，均要求企业立即送检，
并加强对进货原料的塑化剂
防控；对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
塑料材质且不能提供塑化剂
报告的，责令企业立即调换。

据了解，对塑化剂风险监

测不合格的两家企业，当地监
管部门分别进行了约谈，要求
企业立即采取封存库存问题
食品，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
问题食品，召回问题食品等措
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问
题发生的原因并进行整改。

针对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发
现的问题，市食药监局将持续
加强对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的
监管，既要督促所有食用油生
产经营者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
规定,建立进货查验台账，完善
各类食品进货验收机制，从源
头上抓好各类食品的安全保障
工作，也要加强对企业的教育
培训，充分运用约谈制度，不断
提高企业的食品安全意识和管
理水平，进一步强化其从业人
员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意
识。 （宦晓滕 孙霞）

京江晚报讯 备受关注
的长江镇扬河段和畅洲东北
角应急整治工程，日前获得
省发改委批准实施。该工程
的实施，将对存在崩岸风险
岸段进行抛石，进一步缓解
和畅洲东北角崩岸风险，维
护该岸段河势稳定。

去年 10 月 16 日，和畅洲
东北角突发坍江险情，经应急

抢险后，险情暂时得到控制，
但仍存在较大范围的崩岸风
险。长江镇扬河段和畅洲东
北角应急整治工程初设获省
发改委批准后，工程总投资为
3573 万元。将加固和畅洲护
岸长 680 米、新建护岸长 420
米，护岸面积88054平方米、抛
石146006立方米。

（龚源 干光磊）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
从海事部门了解到，前天，大
型外轮“太平洋维纳斯”行驶
到我市高资水域时，暴雨突
袭，天空陡然黑了下来，江面
能见度极低，面临危险。镇江
海事部门全力导航，助其成功
脱险。

前天下午 3点 10分左右，
镇江海事局交管中心值班员
葛新亮听见高频内传来急促
报告，116 号浮附近能见度降
到了500米以下。雷达屏幕信
号显示，本来正常航行的大型
外轮“太平洋维纳斯”航速突
然下降，向海事部门求助，情
况非常危险。

值班长胥国平发现情况
异常后，立即展开施救措施。
此时，该水域并不适合大型海
轮就地抛锚，一方面临近浮吊
过驳区，另一方面该海轮右侧

还有几条船舶在航行，且行驶
航线并不标准。依照常规，

“太平洋维纳斯”轮只能在下
水航道内航行。

由于情况特殊，胥国平果
断决定让“太平洋维纳斯”走上
中间分隔带，为右侧船舶让出
空间。与此同时，值班员葛新
亮通过甚高频发出警示，提醒
附近上下水船舶注意避让。紧
跟在外轮后面的下水海轮“银
河海南岛”、“卡门船长”等大型
船舶均接到交管中心提醒，或
放慢航速，或紧贴分隔带航行，
另一艘巨轮“国投 102”正打算
离泊，接到海事部门指令后，也
暂缓航行。

半小时后，暴雨结束，江
面能见度逐渐恢复，长江航行
秩序也恢复正常，一场危机成
功化解。

（李伟予 刘玉宝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日记者从
京口区纪委获悉，该区充分发挥
政治巡察“显微镜”和“探照灯”
作用，围绕“会诊、督改、研判”做
好巡察“后半篇”整改提高文章，
进一步提高巡察的综合成效。
自区委 2016年 7月换届以来，已
组织三轮巡察，巡察机构对 7 个
街道（园区）、12家机关部门开展
了巡察工作，累计发现问题 272
个，截至目前所有问题均已整改
到位。

据京口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石捷介绍，每轮巡察结束后，
区委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对巡察
报告进行联合“会诊”。对每一
个问题过堂研究，对整改建议进
行集体会商，要求被巡察单位根
据巡察反馈情况，迅速制定整改
方案。区委常委直面个性问题，
对各自联系分管的被巡察党组
织主要领导实施提醒谈话，面对
面提出整改事项，要求他们切实
承担起整改的主体责任，对巡察
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狠抓整

改，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该区还建立巡察发现问题

整改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时
限，认真做好跟踪督促工作；对被
巡察党组织整改情况和职能部门
建章立制情况全程督导督查，用
好问责武器，倒逼整改落实。对
巡察中暴露出来的资金管理、征
收拆迁、招投标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分别向区财政局、区农委、区
住建局、区民政局和大市口街道
等3家街道发放了监察建议书，督
促职能部门和街道（园区）对村
（居）加强监管。及时向区纪委监
委移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给予
党政纪处分10人，进一步发挥了
巡察的震慑作用。

此外，区委巡察组还对 9 个
村（居）开展了专项巡察，反馈意
见 时 请 街 道 纪 工 委 书 记 和 村
（居）联系点的分管领导参加，要
求街道承担整改的领导和监督
责任。目前，9 个村（居）的整改
工作均已落实到位。

与此同时，该区巡察机构本

着“边巡察边研判”的原则，及时
对巡察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
究，总结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提出工作建议。区委常委会专
题研究共性问题整改，要求各部
门高度重视巡察工作，对巡察中
发现的共性问题要举一反三，狠
抓整改，进一步放大巡察效应。

记者了解到，该区已从党的
领导、党的建设、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执行财经纪律和拆迁
资金管理等 5 个方面入手，梳理
出16个面上的党风廉政风险点，
并提出防控建议，着力推动共性
问题“未巡先改”。

（杨凯 梅永生 朱美娜）

聚焦问题整改 加大防控力度
京口区着力提高巡察综合成效推动“未巡先改”

和畅洲东北角应急整治工程
获省批准

暴雨中外轮遇险求助
海事全力导航终脱险

我市对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
开展塑化剂专项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