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珠澳大橋開通 全球關注
現代世界七大奇跡 交通工程珠峰

全長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長度
是美國加州金門大橋的20倍，這座六
車道、蜿蜒在珠江上的大橋，將連接
粵港澳大灣區，灣區城市群有6618萬
人口，1.34萬億美元的GDP總量，這近
乎三藩市大灣區的兩倍，更是大過澳
洲，西班牙或墨西哥的全國經濟總量。

金門大橋的4.5倍鋼材
大橋的工程技術及規模創造了世

界多項紀錄，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長、
鋼結構最大、施工難度最大、沉管隧
道最長、技術含量最高、科學專利和
投資金額最多的跨海大橋。它可以抵
抗里氏8級地震，在超級颱風中屹立，
更能擋住重量級貨船的碰撞，因為大
橋的主體工程的主樑鋼板用量就達42
萬噸，是金門大橋的4.5倍，相當於10
座 「鳥巢」體育場或60座艾菲爾鐵塔
的重量。

集橋、島、隧道於一體，全長55
公里─作為連接香港、珠海、澳門
的超大型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橋被譽
為交通工程的 「珠穆朗瑪峰」，英國
《衛報》也將之稱為 「新世界七大奇
跡」之一，與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沙
特吉達塔等一同上榜。

「經常打破自己的紀錄」
中國國際橋樑與結構工程協會副

主席、同濟大學教授葛耀君此前表示
，我國正從橋樑建設大國走向橋樑建
設強國，未來5到10年中，我國橋樑技
術和橋樑建造水平還將有更新更大的
突破。

《紐約時報》說，中國目前擁有
世界上最高的橋樑、最長的橋樑、最
高的鐵路棧橋，以及一些其他之最，
經常在打破自己以前的紀錄。這些令
人瞠目的結構縮短了在一些地區旅行
的時間，讓做生意變得更容易，也製
造了相當大部分的國家經濟產值，而
且至少在理論上，為未來幾十年的發
展奠定了基礎。

文章認為，在中國這個建造了長
城的國家，基礎設施壯舉長久以來一
直是人們引以為豪的東西。令人眩暈
的都格北盤江大橋是世界上第一高橋
，橫跨於中國西南地區一個564米深的
峽谷之上。中國也擁有世界上最長的
橋樑，全長165公里的丹陽昆山特大橋
是一條平行於長江之上的高鐵大橋。
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港珠澳大
橋也在24日正式通車。

世界最高橋 中國擁81座
美國的橋樑愛好者埃里克．薩科

夫斯基（Eric Sakowski）建了一個關於
世界上最高橋樑的網站，他說，世界
上最高的橋樑中，有81座在中國，其
中包括幾座尚未建成的。 「中國每年
開工約50個高橋項目，而全世界其他
地區加起來，每年可能只有10個項目
開工。」

《紐時》說，中國已經屢屢創下
的工程奇跡，從青海省到拉薩的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鐵路，世界上最大的水
電工程三峽大壩，以及把長江水送到
北京的總長約1300公里的運河，而這
只是世界上最大輸水工程的一部分。

「中國造」橋樑也大踏步邁向世
界，遍及亞洲、非洲、歐洲、美洲，
正在成為一張響亮的 「中國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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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英國《金融時報》及
彭博社報道：港珠澳大橋開通，將讓香港
、澳門和中國內地更緊密聯繫，也讓粵港
澳大灣區這個創新和經濟增長的引擎，增
添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項目覆蓋的地區擁有近
7000萬人口，經濟規模達1.5萬億美元，超
過了澳洲、印尼、墨西哥等二十國集團（
G20）國家。滙豐（HSBC）預計，到2025
年，該地區的經濟規模將接近翻番，達到
2.8萬億美元。

大灣區規劃背後的理念是，通過消除
貿易壁壘、促進跨境商業並最終打造一個
單一市場，充分利用該地區在金融、製造
業和科技領域突出的基礎設施和專長。

上述規劃涉及的9個內地城市所位於的
廣東省堪稱世界工廠，去年出口商品6700
億美元，居中國所有省份之首。廣東是中
國所有省份中私營企業最活躍的省份，也
是中國億萬富翁最多的省份。

這裏有東莞、佛山等龐大的工業中心
以及中國的 「硅谷」深圳。東莞和佛山是
本地區許多工廠的所在地，深圳是許多科
技巨頭─從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到電信設
備製造商華為、中興通訊，再到運營微信
的騰訊─的總部所在地。

滙豐的經濟學家表示，大灣區是一個
「有力的例證，可以證明人才、資本和產

業集聚將如何推動更高附加值的生產並刺
激消費，以確保長期可持續的增長」。

為創新增長引擎添動力

【大公報訊】綜合英國《衛報》、《金融時報》、美國《紐約時
報》及CNN網站報道：作為當今世界里程最長、施工難度最大的跨海
大橋，被稱為 「現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港珠澳大橋23日的開通儀
式吸引了眾多外媒關注。全球各大新聞網站都在顯眼位置報道這一消
息，突出介紹這一世界級工程，將香港和澳門從交通上、經濟
上和精神上與祖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20秒三個呵欠
•廣東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廣友此前向傳媒表示，公司引
入的安全管理系統，利用人臉識別系統，通過車輛安裝的鏡頭，對司機操
作車輛的狀況進行監控，識別其是否處於疲勞、分神、精力不集中等狀態
。司機如20秒內連打三個呵欠，駕駛時左顧右盼等，系統都會發出警報，
由中央控制中心提出警示。

不帶手機戴手環
•司機駕駛時不能攜帶手機，巴士公司亦會監測司機健康狀況。司機在開工
前，需進行酒精和毒品的檢測，亦須申報對上一晚的睡眠時間，在駕駛時
亦須佩戴特製手環，監察司機體能數據如心跳脈搏等，監察其身體狀況。

什麼車可以上橋？
•獲得許可的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跨境的士、貨運車輛，和跨境私家車均
可以上橋，部分獲授權的內地維養及緊急救援車輛也可通行，而行人和非
機動車則不能上橋。

靠左還是靠右行駛？
•由於大橋的主體部分位於內地水域，因此車輛都會靠右行駛，待行駛到相
應的口岸完成出入境手續後，會完成左右側交通轉換。 英國《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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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美國《紐約時報》報
道：由於歷史和巴爾幹戰爭的原因，克羅
地亞的一個角落與該國其他地區被屬於鄰
國波斯尼亞的一塊長12英里（約合19.3公
里）的土地隔斷。克羅地亞長期以來一直
希望搭建一座橋樑來將這塊分離的濱海之
地與本國其他地區連接起來。

幾十年來，在戰爭、腐敗、政治紛爭
和全球金融動盪的困擾下，建橋工作一直
止於幾個廢棄的混凝土橋墩和兩個俯瞰亞
得里亞海的青銅天使雕塑。直到今年夏天
，中國人來了。

隨着鑽機轟鳴和每天都有工程師抵達
，中國路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最新一

家接手該項目的公司。對許多克羅地亞人
來說，僅僅是等待已久的大橋項目存在竣
工的可能性就值得慶祝。

2007年，克羅地亞提出造橋計劃，但

遭到鄰國波黑杯葛，因為這座大橋橫跨的
海域是波黑唯一的出海口，由於擔心出海
通道受阻，經歷多次談判的造橋計劃始終
未得波黑首肯，不得不在2012年擱置。不
過，這座「統一之橋」近兩年有了新進展。

2016年4月，兩國在建造佩列沙茨大橋
上達成共識，並於2017年下半年獲得歐盟
基金支持，大橋預估總造價約4.2億歐元，
歐盟基金承擔85%。2018年1月12日，中國
路橋公司聯合體成功競得佩列沙茨大橋及
其連線一期工程項目，涉及金額約2.8億歐
元，合同工期36個月。據中國駐克羅地亞
大使館網站介紹，這是中克建交26年來最
大的合作項目。

佩列沙茨跨海大橋及連接線項目全長
約4公里，其中大橋總長2440米，橋面寬
22.5米，六塔單索面斜拉橋設計，共計13
跨，最大跨徑285米。

克國統一之橋中國承建

世界大橋之最

中國丹昆特大橋中國丹昆特大橋 2010年
世界最長的鐵路橋

164164..851851公里公里

泰國槎龍大高速公路泰國槎龍大高速公路
──曼納高速公路曼納高速公路

2003年6767..100100公里公里

世界最長的公路橋

中國港珠澳大橋中國港珠澳大橋 2017年5555公里公里

世界最長跨海大橋

俄羅斯克里米亞大橋俄羅斯克里米亞大橋 2018年1919公里公里

歐洲最長大橋

建成年份
長度

吉達塔預計於
2019年竣工，建成
後高度將超過1000

米，成為世界第
一高樓。吉達
塔的設計師是
芝加哥建築師

史密斯（Adrian
Smith），目前世界
第一大樓哈利法塔也
是他的作品。

沙特

吉達塔

北京大興國
際機場預計2019
年建成，屆時將
成為世界第一大

機場。在建的
一號航站樓
採 用 放 射
性 輻 條 式

設計，延伸
距離長達一公

里，旨在縮短乘
客的行走路程。
該機場由著名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建築事務所進行造型
優化，機場屋頂平滑流暢。

中國

北京大興
國際機場

英國

橫貫
鐵路

橫貫鐵路是英國倫敦一條
興建中的客運鐵路，貫穿整個
城市的下水道、電纜和地基
，與主要倫敦地鐵站交匯，
旨在提供頻密的通勤和市
郊與市中心接駁鐵路服務。
在老舊建築居多的倫敦，這
條客運鐵路着實令人咋舌。

英國《衛報》

Abraj Kudai 酒
店是一座正在新建
的酒店，預計2019
年完工，屆時將
會是世界上最大
的酒店。從酒店俯
視，可以窺見世界
第四大高樓麥加皇
家鐘塔酒店。

沙特

Abraj
Kudai
酒店

名為Grand Stade
FFR的國家橄欖球場
是一個多用途的大型
體育場地，正朝着更
加莊嚴、城市化的外
觀邁進。它擁有龐大
的可伸縮屋頂裝置，
能夠擴大體育場內部
空間，預計可容納
8.2萬名觀眾。

法國

國家橄欖
球場

切爾諾貝爾核電站於蘇聯
時期發生爆炸時，工程師用鋼
筋混凝土 「石棺」 倉促封存泄
露物質，如今烏克蘭正在為核
電站的4號核反應堆加裝防輻
射能力更強的保護罩。這是極
其艱難的一項工程，一旦施工
人員的受輻射指數超標，屋頂
上的設備將會降落供人逃生。

港珠澳
大橋

中國

◀◀2222日晚日晚，，夜幕下的港珠澳夜幕下的港珠澳
大橋炫彩奪目大橋炫彩奪目 美聯社美聯社

港珠澳大橋於港珠澳大橋於20182018年年1010月月
2424日正式通車日正式通車，，是連接香港是連接香港
、、澳門和珠海的大型跨海澳門和珠海的大型跨海
通道通道。。全長全長5555公里的港公里的港
珠澳大橋由斜拉橋及沉珠澳大橋由斜拉橋及沉
管式隧道組成管式隧道組成，，目前已目前已
取代青島膠州灣大橋成為取代青島膠州灣大橋成為
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
公路公路。。

現代世界七大奇跡現代世界七大奇跡
中國佔倆中國佔倆

烏克蘭

切爾諾貝
爾核電站
新石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