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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5 日，由中国铁建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承建的我国最大规模的城市

地下交通枢纽———南京青奥轴线地下

交通工程全面完工。作为南京 2014 年
第二届青奥会重点配套工程项目之

一，明年 6 月它将整体交付为青奥会
服务。今后，青奥轴线的主隧道也将直

通南京第 6 个公路过江通道，有效改
善城市交通状况。

中国铁建投资公司青奥轴线指挥

部常务副指挥长李卫华介绍，“南京青

奥轴线地下交通工程位于南京长江三

桥和长江隧道之间，南接绕城公路油

坊桥立交，北接二期梅子洲过江通

道。”整个工程主要由青奥轴线主线隧

道、滨江大道下穿隧道和青奥轴线广

场地下空间三部分组成，呈 T 字形结
构布局，共设置了 11 条匝道，各种地
下隧道、匝道立交和地下空间叠落交

错，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三层

互通立交结构。工程总开挖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开挖土方 176 万立方米、混
凝土浇筑 53 万立方米、钢筋 11 万吨，
基坑最大开挖深度 27.5 米，混凝土浇
筑深度达到了 54.5米，地下立交主体
部分投资 21.75 亿元，是目前我国最大
规模的城市地下交通枢纽工程。

“因为地质复杂，开挖面积大，结构

体系复杂，工法转换频繁，建设者们不

得不将基坑分作多个施工区域，分部

有序进行开挖，同时还要大规模开展

降水排水工作。开挖期间每天的涌水

量最高达 25 万立方，整个工程算下
来，一共要抽出 6000 万方水，相当于

14 个玄武湖水的容量。”李卫华介绍。
南京青奥轴线三层立交深基坑所在

位置距离长江岸边最近的地方仅有

90 米，为了对基坑开挖进行最稳固的

支护，他们将地下连续墙打到了基岩

以下 2 米的深度，总深度达 54.5 米。
同时采用自凝灰浆的新型墙体进行

分区隔水，目前这种工艺只在三峡大

坝等少数工程上使用过。

“南京青奥轴线项目不仅规模宏

大，而且设计极为新颖和复杂，施工难

度很大。建设者采用国内明挖基坑施

工的新技术、新工艺和科学的降水设

计、监控量测手段，有效控制了沉降和

涌水，最大限度防范施工风险，不仅逐

一破解了长江漫滩地区深大复杂基坑

降水技术和施工技术等复杂的技术难

题，而且隧道工程质量在南京同类隧

道中也做到了最好，很不容易。”全程

参与南京青奥轴线地下工程建设的专

家组专家介绍。

南京青奥轴线地下交通工程由南

京重大路桥建设指挥部建管，中国铁

建投资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十四局集

团、十五局集团施工。去年 5月 29 日
开工建设，2000 多名建设者和技术人
员经过 19 个月的鏖战，提前完成这一
超大体量和高难度地下枢纽工程。

南京青奥轴线地下交通工程主体

完工后，将全面转入机电安装和地面

绿化等后期工作。明年 6月，南京青奥
轴线将整体交付青奥会使用。南京青

奥轴线地下交通系统工程的实施，在

服务青奥的同时，可以极大地改善城

市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提高区域的

综合竞争能力。

中国铁建的又一项中国之最
南京青奥轴线地下交通工程全面完工，成中国最大规模城市地下交通枢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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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品

在国家科技部公布的 2013 年度国

家火炬计划和国家新产品计划项目名

单中，由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兴）研制的波浪腹板 H型

钢自动生产装备名列其中。面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华兴董事长孙宪华感叹

道：国家重点新产品一定要国家推广，

只有让新产品得到大力推广，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让科技创新造福企业、造福国

家、造福人类。

获得两项金奖的
钢结构车间

孙宪华介绍说，波腹板是钢结构行

业领先水平的新型建材，具有节材、节

能、环保等特点，比传统的 H型钢节材

30%—60%。2011年 5月，由华兴参编的

《波浪腹板钢结构应用技术规程》经中

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批准并发布实

施，根据该规程完成的波浪腹板设计软

件于今年 6 月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在国内用户中推广使用。但新产品仅仅

依靠企业自身的推广是非常有限的，要

使国家众多新产品得到大力推广，必须

依赖政府的引导和宣传。

在全部采用波腹板钢构件建设的

华兴近十万平方米钢结构车间记者看

到，偌大的车间内摆放着几台已经生产

好的波浪腹板 H型钢自动生产装备，工

人们正在测试、安装新机器。整个车间

均采用波浪腹板的钢结构建造，既坚固

又美观，使人眼前一亮。孙宪华告诉记

者，这座车间今年获得了中国钢结构两

项金奖：一项设计金奖和唯一一项安装

制作金奖，被业界人士称为我国钢结构

领域的一场革命。

记者偶遇现场的一位钢结构专家

指出，随着这种波腹板钢构件的市场推

广，将更多地应用于大型飞机场、火车

站及高架桥、立交桥建设，可代替现在

所使用的普通焊接 H型、钢热轧 H型

钢、钢热轧工字钢，必将成为推动我国

建筑钢结构领域新技术新材料的典范。

10年 10连翻的
华兴机械

回忆起华兴的过去和波腹板设备

的研发过程，孙宪华的目光中饱含着复

杂的情感。

孙宪华说，华兴始建于 1957 年，

1985年转产石材机械；2002年 7月，由

国有改制为股份制企业。2011年在加

拿大成功上市。从企业改制到 2012年，

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 10 年 10 连

翻。华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农机

厂发展到涉足机械制造、钢结构、金属

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总资产翻了 60倍，销售收入由

改制前 3000万元增加到今天的 155亿

元，翻了 10倍。

孙宪华认为，华兴目前所取得的成

绩得益于公司紧跟国家产业政策，转变

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不断用改革

的思维、创新的行动谋划企业的发展。

体制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

新，得益于一条从实体经济，经过资本

运作，进入虚拟经济，再回到实体经济，

壮大机械装备制造的路子。而其中最令

华兴人引以为豪的就是波腹板设备推

动机械制造转型升级，并依托华兴全力

打造的“中国钢铁超市”电子商务平台

推动华兴金属物流转型升级。华兴金属

物流年交易额 150亿元，已成为江北最

大的金属物流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创

新推出的“融物通”供应链融资模式，实

现了物流、建行、企业的多赢格局,极大

满足了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需求。

拥有 14项国家专利的
焊接设备

孙宪华告诉记者，2012 年，华兴创

新研制了波浪腹板 H型钢自动焊接生

产线，于今年 3月 1日，一次性试车成

功，填补我国波腹板自动焊接生产线空

白，这也是中国第一台波腹板自动焊接

设备，获得国家 14项专利。目前，已投

入批量生产。11月 25日，通过由国内

钢结构专家组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组

认为，波腹板钢结构设计方法与生产设备

的技术创新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落后就要挨打, 发展才能自强，保

持经济长久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在

于实体经济。孙宪华对记者说，为能实

现产业报国的梦想，打造中国高端机

械装备生产制造企业。华兴已于今年

10 月 26 日开工建设华兴机械装备制

造产业园，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项目

总投资 24亿元，计划建设工期两年，

主要包括波腹板 H形钢自动化生产装

备和石材数控加工机械、玻璃数控深

加工机械、农业装备等项目，建成达产

后，可实现销售额 57亿元，利税 23 亿

元。特别是波腹板自动焊接设备的批

量生产，必将推动我国机械装备制造

业的发展，提升我国机械工业的国际

竞争力。

“继续加大波腹板钢构件的推广，

推动我国钢结构领域新材料、新技术的

应用；创新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华兴中

国钢铁超市用三至五年的时间辐射全

国，发展会员超万家，年交易量达到

5000万吨，创造更为广阔的钢铁互联网

应用前景，带动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

良性快速发展。”这是孙宪华的目标，更

是华兴人的“中国梦”。

由“大数据精准营销平台领导者”亿玛公司主

办、亿邦动力、派代网、《广告主》杂志协办的“2013

亿玛智慧峰会暨第五届整合营销高峰论坛”在京举

行。传统 IT 企业、平台型电商、传统商超百货和移

动新锐企业代表和精英汇聚一堂，超过千人围绕

“数据未来，营销锐变”的主题，讨论了大数据下“精

准营销之品效合一”、“零售 O2O 思维变革”和“移

动营销”等业界最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次峰会的成

功举办，一方面对中国未来精准营销的发展起到探

索作用，另一方面彰显了亿玛作为“大数据精准营

销”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2013亿玛智慧峰会在京开幕

资讯

企业家的“跳”能否
换来发展方式的“转”？

（上接第一版）

片面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使民营老板患上

了规模崇拜病。目前的现实是，越大的企业在政

府体系中越有话语权，越能够获得政策性的支

持，越能够更多地获得政府所控制的资源。与此

对应的小企业则步步艰难。这样就导致大量企

业产生了 500 强情结：大一点的企业把目标设

定为进世界 500 强，小一点的想进中国 500 强。

产业指导性政策捆绑太多利益，把企业引向

了多元化的歧途。过度多元化是导致许多企业资

金链条断掉的共同原因。比如，早期跑路的“眼镜

大王”陷入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进入

了毫无竞争优势的光伏行业；最近湖南两个跳楼

的民企老板也都涉足了多元化。除了政策性因素

外，中国老板的一个普遍弱点是：总是看着别人

的钱赚得容易，自己行业的钱赚得艰难。这种“看

花效应”导致许多企业家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领

域，进入了有“赚钱效应”的行业，最后多数是头

破血流。

去产能化是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最困难

的任务，既会损失 GDP 的增长速度，也会导致就业

压力和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困难。但是要想让中国

经济素质提高，就必须使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产

能退出。市场是无情的，如果我们想救所有的企

业，那么结局是每一个企业都活不好。一些企业

的破产或退出，是其所有者在为自己的错误决策

和错误行为买单，是为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在交学

费。政府和社会所能做的，不是要去救哪家企业

或哪个行业，而是要考虑设计过剩产能的平稳退

出机制，考虑让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学费不白

交。

重点新产品呼唤国家推广

访中国 500强企业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宪华

本报记者 鲁扬

华兴钢结构厂房获得中国钢结构两项金奖

全部采用波腹板钢构件建设的华兴近十万平方米钢结构车间

（上接第七版）

金龙集团方面告诉记者：“当时金龙公司的诉讼

请求是 3000万元，这仅仅是我们的直接损失。这 8

年中，江西耐乐公司还一直使用金龙公司的这些技

术，显然我们认为上海一中院判决的 40万元赔偿金

额是很低的，我们这个案件做了损失的鉴定报告，另

外从涉案的证据也发现，耐乐公司每年获利的情况，

证据里面也有。”

在 2004年，王盛等人未去耐乐公司工作之时，

耐乐公司的利润仅有 99万元，在 2005年，王盛等人

到耐乐公司工作之后，该公司的利润迅速升至 602

万元，2006年的利润更是增加至 1287万元。

此外，赵锋义告诉记者：“判决书认定赔偿金额

是 40万元，我想这是很敏感的数字，如果是 50万元

的话，根据公安部和最高法司法解释，将构成刑事立

案标准，这个判罚将改变案件的性质。”

补偿原则而非惩罚原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北

京市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程永顺认为：“上海

有关方面在今年 3月的人大会议上提议应尽快设立

“商业秘密保护法”，1996年曾设计了一个相关法律

没有出台，不过最近这届人大仍然没有把这个法列

到议事日程。”

在不久前召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 20周

年研讨会上，程永顺表示，今天的竞争形势和 20年

前比，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法已经跟不上形

势了，如果不推出新法的话，就应把现有的法律修改

一下，规范一下。

中国对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审判，一般是

遵循补偿原则，而不是欧美国家的惩罚原则。这就造

成了欧美国家对侵权案件动辄处罚数亿元，而中国

仅仅是补偿很少一部分的区别。

“商业秘密的问题应当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对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法问题应当引起关注，我建

议应该加强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增加商业秘密的条

款，把最高法司法解释中有用的东西提升到法律的

层面。”蒋志培表示。

“商业秘密保护”
立法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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