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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6日讯 （通讯员 姚春妮
丁燕 记者 唐爱平） 特变电工衡阳变
压器有限公司今天传出消息， 该公司
承接的海南昌江核电项目1号机组的
主变压器和厂用变压器， 近日顺利通
过验收。 见证整个验收过程的中核工
程公司梁岗岩副总经理认为， 衡变高
水平的管理、 严格的质量保证措施和
优秀的试验结果，令人赞叹。

这是衡变进军核电领域首次取得
的重大胜利， 彰显了该公司在核电输

变电领域的管理水平和行业影响力。
2011年， 衡变一举中标海南昌江

核电项目全部13台变压器， 包括1号
机组和2号机组的7台主变压器（简称
“主变”）、2台辅变压器（简称“辅变”）和
4台厂用变压器（简称“厂变”），实现了
衡变变压器在国内核电领域零的突
破。

为保质保量按期完成这一重大产
品的研制任务， 衡变成立了核电项目
管理团队，执行严格的质量管理方针，

反复论证优化设计方案， 并对工艺质
量进行全过程严格管控， 使每个环节
都处在“可控、在控”状态。

2012年8月17日，在通过国家环境
保护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测站先决
条件检查后，海南昌江核电项目1号机
主变、 厂变正式启动；2012年11月，该
项目1号机主变、厂变一次性通过例行
试验、 型式试验和特殊试验等全部出
厂试验， 各项技术指标均优于技术协
议要求；今年3月中旬，该项目1号机组

的主变和厂变在中核工程公司、 海南
昌江核电有限公司的见证下顺利通过
验收。

核电是我国重点发展的绿色清洁
能源，作为“节能降耗”的新兴市场，前
景非常广阔。 据了解，海南昌江核电站
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建设，是海南历
史上投资最大、技术最先进、工艺最环
保的能源建设项目。 该项目的建成将
极大优化海南电源结构， 提升海南国
际旅游岛的综合竞争能力。

本报3月26日讯（通讯员 彭展 严
云鹏 林湘 记者 唐爱平 ）3月中旬以
来，巴陵石化为支援全省春耕生产，提
前恢复尿素装置开车， 湖南省内农用
肥价格迅速止涨企稳。

巴陵石化是省内尿素产能最大的
企业，其尿素的市场供应量和价格“左
右”着省内尿素行情。

近年来， 巴陵石化对化肥事业部
以“先氢后氨再尿素”方式，调整产品
结构， 尿素装置基本处于间歇性生产
状态。 因工业用尿素价格较农业用尿

素价格高， 该事业部尿素装置生产期
间的产品，一般先保工业尿素客户，目
前工业尿素月销量达2万吨左右，基本
实现产销平衡。

进入3月，随着气温回升，湖南进
入春耕季节。 由于巴陵石化化肥事业

部尿素装置停车， 外省尿素大量涌入
我省，全省农业用尿素价格一路上扬。

为切实履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巴
陵石化充分考虑春耕用肥需求， 决定
将原计划3月20日恢复尿素装置开车
的时间，提前至3月8日，在保证关键工

业尿素客户需求的同时， 抽调尿素紧
急投放农用市场，仅3天就销售农业尿
素2000多吨，后续供应量将继续增加。

目前， 巴陵石化化肥事业部已细
化组织人力物力， 合理安排销售计划
流向，确保农用尿素快速进入市场。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徐泽东）今天凌晨，长
沙地铁1号线铁道学院站至涂家
冲站区间左线盾构机成功穿越京
广铁路。 至此，地铁1号线两条隧
道已经全部完成穿越京广铁路大
动脉的高风险任务。

盾构机穿越京广线被列为长
沙地铁1号线3大风险源之一。 该
地段位于芙蓉南路新中路立交桥
下， 京广铁路平均3至5分钟就有
一趟列车通过， 是名符其实的国
家交通大动脉； 而穿越的轨道交
通隧道距铁路钢轨埋深仅8.7米，
并且大部分为不稳定的垫层地
段。 如何保证铁路运行和盾构施

工的绝对安全， 是该段施工面临
的最大难题。

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的精
心组织下， 施工单位中铁二十五
局集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方案论
证，在铁路部门大力支持配合下，
将该路段列车限速至每小时45公
里， 先后24次封锁铁路行车， 实
施“纵横抬梁” 法， 即在铁道轨
枕间插入钢梁， 通过纵横钢梁将
铁轨抬起来， 消除盾构穿越时地
层沉降对铁路的影响， 确保盾构
机掘进和铁路行车安全。 3月19
日， 右线盾构机率先成功穿越；
今天， 左线盾构机也安全顺利完
成穿越。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梁解 ） 今天， 省畜牧水
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第五
届湖南畜牧渔业暨饲料工业博览
会 （简称“畜博会”） 将于5月31
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

本届博览会以“健康养殖，
美丽湖南” 为主题， 分设养殖综
合、 生产资料、 特色品种、 加工

服务等5个特色专业展区， 全面
推介我省畜牧渔业和饲料工业领
域的优势企业、 优良技术和优质
产品， 凸显养殖安全和湖南特
色， 为省内外客商了解和开拓湖
南养殖市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博览会将持续至6月2日。

据组委会统计， 目前已有
1000余家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
体报名参展第五届“畜博会”。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寒露
刘也 通讯员 罗纯）今天，记者从常
德市公安局德山分局获悉，一艘挖砂
船近日在沅水常德康家段作业时，挖
出一箱子弹。 经初步推断，系抗战时
期常德会战遗物。

子弹每颗长约4厘米， 数量超过
3000发，虽然长时间掩埋在河底，但
外表依旧光亮。据挖砂船老板谭长友
介绍， 挖出这些子弹的时间是3月中
旬。当时工友们好奇地打开这个外面
印有英文单词“Winchester”的木箱，

发现里面竟是一排排包装得非常整
齐的子弹，便立即报了警。 民警赶到
现场，将子弹带走并送至德山公安分
局保存。

记者通过查询了解到，“Winch-
ester”是美国武器品牌“温彻斯特”
的英文名称，该公司在一战和二战时
期生产了大量高射速轻型步枪及弹
药。 据当地军事爱好者潘先生介绍，
常德会战时，美军曾以空投方式援助
过常德守城部队一批弹药，子弹可能
是美军空投入江的。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陶小
爱）3月25日晚9时左右，长沙市广
厦新村B6栋旁一处地面由于地势
落差造成雨水冲刷， 导致地面开
裂塌陷，形成一个（宽）30厘米×
（长）40厘米×（高）80厘米的坑，
无人员伤亡。

事发后， 当地政府迅速组织
相关部门赶赴现场排危。目前，有
关部门已将该处地面旁边一栋楼
房的24户居民进行了疏散安置，
组织有关专家对险情会诊并监
测，并迅速组织工程队进场施工，
不久即可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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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上午， 长沙市309路公交车驾驶员
袁亮坤 （左 ） 来到长沙火车站进行无偿献血 。
这是他自从2002年8月以来的第21次无偿献血。
11年来， 他累计献血达8000毫升， 荣获省无偿
献血奉献金奖。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何淼玲）
今天凌晨5时28分， 长沙市开福
区左岸春天小区一居民住宅发生
火灾。 接警后， 长沙公安消防支
队迅速调集3个中队官兵、 8台消
防车赶赴现场扑救。 经消防官
兵、 公安民警及当地干部群众全

力扑救， 5时55分火势初步得到
控制。 6时05分， 大火被完全扑
灭。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70平方
米， 3人因吸入大量烟气窒息死
亡。

目前， 火灾原因、 财产损失
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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