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危桥连线

长沙市城区主要桥梁隧道
共179座。经市路桥处排查，目前
运营正常的有163座， 带病运营
的12座，危桥4座。市路桥处计划
在今年内逐步启动对病桥、危桥
的安全处置，若车主发现桥梁安
全隐患，可拨打24小时应急电话
0731-88804110。

尹泽勇

何继善

本报2月26日讯 长沙市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今日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长沙市城市桥梁隧道安全管理
条例》（修正案·草案），报省人大
常委会审查批准后将公布实施。

本次修订后的新条例草案，
明确了禁止在城市桥梁上垂钓、
在城市隧道内明火作业等规定。

禁止在城市桥梁上垂钓

修正后的条例草案规定，城
市桥梁隧道管理机构应建立预
警和应急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并
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同时明确了安全保护区域：
桥梁安全保护区域是指桥梁下
的空间和桥梁主体垂直投影面
两侧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跨江
河桥梁两侧各200米范围内的水
域、50米范围内的陆域；立交桥、

高架桥和人行天桥两侧各5米范
围内的陆域。城市隧道安全保护
区是指在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
100米范围内的区域。

禁止在城市桥梁、隧道及其
附属设施上擅自修建建（构）筑
物或占用、 挖掘桥面和隧道路
面；擅自设置广告或移动附属设
施；在城市桥梁上垂钓；利用城
市桥梁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围栏、
吊装、牵拉等施工作业（排险、救
护、养护维修除外）；在城市桥梁
安全保护区范围内捕鱼、 泊船；
在城市隧道内铺设高压电线和
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
害气体、液体的管道等行为。

在城市桥梁上垂钓的，由城
市桥梁隧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利用城市桥梁及其附属设
施进行围栏、吊装、牵拉等施工
作业的，由城市桥梁隧道管理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桥下仅用于临时停车

新规草案规定，禁止在城市
桥梁下的陆域空间从事妨碍桥
梁检测与维护的活动。 违反规
定，由城市桥梁隧道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个人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 ， 对单位处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城市桥梁下的陆域空间除
作为临时公共停车场使用外，不
得用于其他经营活动；作为临时
公共停车场使用的，该公共停车
场建设单位或经营管理者应按
规定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报送信息，并对桥体及其附属设
施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国平

吕菊兰

长沙将出城市桥梁隧道管理新规

桥上禁钓鱼，桥下仅能临时停车

本报2月26日讯 今天上
午，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
长沙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出席大会并为
获奖代表颁奖，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讲话。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主持会
议，省领导韩永文、于来山、李友
志、袁隆平、张大方、戴焕出席。

会上， 副省长李友志宣读
了表彰决定。 中国航空动力机

械研究所尹泽勇院士、 中南大
学何继善院士荣获2013年度
湖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复杂有色冶金过程控制的若
干理论与方法” 等223个项目
分获2013年度省自然科学奖、
省技术发明奖和省科技进步
奖；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董子钢
教授（美国籍）荣获2013年度
湖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记者 贺佳 冒蕞 胡宇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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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223个项目获奖

尹泽勇何继善获湖南科技杰出贡献奖

对飞机来说， 发动机就是
“心脏”，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
和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 航空
发动机，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
业产品中的皇冠”。

为了一颗颗强劲搏动的
“中国心”，近半个世纪来，中国
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总设计师

尹泽勇院士不断攻关，在我国航
空发动机研制、直升机传动系统
研制及航空发动机强度学科发
展上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

年近古稀的尹泽勇出生于
重庆，1967年毕业于西北工业
大学， 随后进入中国航空动力
机械研究所工作至今。1985
年，他作为技术骨干到美国俄克
拉何马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系
深造。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
一些同伴留在了异国他乡，尹泽
勇却在航空报国的使命感驱使
下，于1987年毅然回国。

尹泽勇主持研制我国第一
型设计定型并批量交付使用的
涡扇发动机。 实现了我国上世
纪60年代开始这一领域研制后
“零”的突破，并达到国际同类
现役发动机水平。 该发动机已
大量装配某型飞机， 改变了该
飞机动力装置依赖进口的被动
局面。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人类广袤而神秘的家园地
球，地底下藏着什么宝贝？又有
些什么可怕的暗流？ 半个多世
纪以来，地球物理学家、工程管
理学家何继善院士研究发明的
地球“CT”系列，从山区到荒
漠、从海洋到河流，把脉地球。
美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弗兰
克·莫里森说， 在地球物理学
界，既懂方法原理，又懂研制仪

器的，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何继
善是其中一个。

年近八旬的何继善是浏阳
人， 曾经在钨矿工作过4年。那
时，哪怕白天再忙再累，晚上都
要在臭气难闻的电石灯下坚持
读书。1994年， 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首批院士。

让何继善一鸣惊人的双频
激电法， 简单来说就是将两种
频率的电流同时输入地下，同
时测量两种频率的电流形成的
电位、振幅等，实现矿产资源的
探测。 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
种由中国人提出原理、 由中国
人发明仪器、 在中国国土上取
得成功应用的电法勘探方法。

伪随机信号电法已在国内
外成功应用。 广域电磁法则在
油气勘查、固体矿产、工程勘察
等领域应用。近年，何继善用广
域电磁法对湖南丰富的页岩气
资源进行探测， 又为他赢得了
“湖南页岩气之父”的称号。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段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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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泽勇：为飞机研制“中国心”

何继善：为地球发明“CT机”

今年启动危桥整治

立交桥将“穿”绿衣

南湖路提质改造效果图。

从今年起，长沙市天心区开始三年绿化行动，除了建设
林荫道路、林荫停车场、社区公园外，还将全面推广“城市立
体绿化”。用爬山虎、鸭脚木等植物装点立交桥，打造“风景
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通讯员 徐拓

带病运营桥梁12座
二环线团结立交桥、二环线马家

冲高架桥、二环线高桥立交桥、二环
线高桥人行天桥、二环线洪山庙斜拉
桥、鸭子铺大桥高架段、芙蓉北路浏
阳河桥、 芙蓉南路木莲冲高架桥、新
开铺高架桥、 杨家山立交桥匝道挡
墙、四方坪立交桥、天心阁高架桥

危桥4座
银盆岭大桥东引桥、 劳动中路跨

京广线桥、石马铺跨京广线桥、洪山庙
老桥

… 行动

▲
尹泽勇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型完全自主研制的

涡轴发动机， 打破了国外对发动机技术的高度垄
断和对发动机产品的严密封锁， 标志着我国成为
具有独立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先进涡轴发动机能
力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何继善根据自己创立的新方法发明的找矿仪
器装备，找到了金、银、铜、铅等一大批矿产资源，
累计价值超过2000亿元。

▲

贡
献

▲

贡
献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叶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