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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4℃～26℃
湘潭市 晴 18℃～27℃

张家界 晴转多云 16℃～31℃
吉首市 晴转多云 17℃～29℃
岳阳市 多云转晴 19℃～26℃

常德市 晴 16℃～27℃
益阳市 晴 18℃～28℃

怀化市 晴转多云 16℃～27℃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6℃～26℃

衡阳市 多云 16℃～25℃
郴州市 多云 16℃～24℃

株洲市 多云转晴 18℃～26℃
永州市 多云 16℃～26℃

长沙市
今天多云到晴天，明天多云间阴天
南风 ２~3 级 13℃～26℃

２０13年4月26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9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子洪 徐泽东）被列为长
沙市地铁1号线“最难盾构区间”的
涂家冲站至铁道学院站区间（涂-
铁区间），分别于4月5日和12日，成
功完成京广铁路、新中路立交桥段
盾构穿越施工。 今天，经14天后期
沉降监测， 第三方监测人宣布，该
盾构区间创造了国内地铁穿越重
要构筑物影响值控制新高。

涂-铁区间全长1734.9米，由
中铁25局集团公司承建。盾构穿越
的京广铁路和新中路立交桥段全
长750米，所处区域为地质断裂带，
地下交错分布有富水砂卵石层、粘
土层等不良地质，同时下穿京广铁
路大动脉和新中路立交桥南北交
通“咽喉”要道，施工难度很大。 施

工中如出现较大地质沉降，将对京
广铁路行车安全和长沙城市交通
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该盾构段被
称为长沙地铁1号线“最难盾构区
间”和“最高风险段”。

为确保铁路行车安全、立交桥
结构安全，施工、设计、监理单位共
同努力，对盾构下穿方案进行了12
次专家论证。 穿越京广铁路时，通
过“纵横抬梁”，将铁路架空，以消
除盾构穿越时地层沉降对铁路的
影响。 穿越新中路立交桥时，对受
影响的3根桥墩实施了临时支顶墩
柱和整体筏板支撑，不断优化掘进
参数， 每隔20米设一个监测断面。
今天最终监测结果显示，桥墩间沉
降值仅为2.95毫米，小于桥梁设计
机构允许的安全沉降值8毫米。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冷丽群 沈念 李应求 ）
今天， 湖南飘峰电气有限公司与
湖南锦程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在天津股权交易所成功挂
牌。 至此， 岳阳在天津股权交易
所挂牌的企业已有11家， 数量居
全省首位。

近年来， 岳阳市把发展资本
市场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畴， 加

大对上市企业和有功人员的奖励
力度； 把资本市场发展规划与产业
转型升级、 国有企业改制、 发展民
营经济相结合， 从全局角度谋划资
本市场发展； 注重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建设， 于去年设立了天津股权
交易所岳阳办事处， 成为目前天交
所在我省唯一的一家分支机构。 岳
阳市现有上市后备企业40多家，
其中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20多家。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寻红日）今天，长沙市芙蓉
区抛出招商“绣球”，包括“国际种
都” 在内的38个重点项目面向全球
招商。

这38个重点项目包括土地、楼
宇、金融和特色四大类，其中包括全
球最大的单体建筑万家丽国际商务
中心,未来计划打造为集主题购物广
场、5A国际写字楼、超五星级酒店为
一身的高端商贸集群； 规划面积83
亩的都正街历史文化街区， 将在保
留原汁原味老长沙的基础上， 打造
汇聚民俗生活、传统特色商业、高档
餐饮等在内的人文游憩中心。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芙蓉区隆

平新区以“国际种都”为核心定位，
并以“一馆两中心”作为国际种都核
心项目，规划用地5000亩，向全球寻
求合作伙伴共同开发： 隆平水稻博
物馆将通过视频、 照片、 农具实物
等， 立体诠释我国悠久的稻作文化
和农耕文明， 全面展示袁隆平院士
的卓越成就； 隆平国际种业交易中
心以种业交易大厅、种业研发中心、
企业总部等组成， 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的种业交易总部； 隆平国际会展
中心力争建设成国际化的大型会展
综合体。 芙蓉区负责人介绍，该区目
前已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种
都”、“稻都”、“粮都”3个相关商标，并
得到了袁隆平院士的大力支持。

长沙地铁1号线成功穿越
“最高风险段”

芙蓉区打造“国际种都”

岳阳2企业同时在天交所挂牌

记者�� ��在基层

4月 25日 ，
长沙市岳麓区
城管执法大队
来到外来务工
子 弟 定 点 学
校———望 新 小
学，为学生捐赠
图书 800余册 。

黄力栎 摄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王文隆）“不出
来看，觉得自己干得也不错。一‘过堂’，
就发现差距了。” 4月24日至25日，浏
阳市举办该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重点
项目观摩活动，一位参加活动的镇长发
出这样的感慨。而面对有的项目遇到的
问题和难处， 市直部门负责人也当场
“接招”，表示将尽快解决。

这两天，长沙市副市长、浏阳市委
书记曹立军与浏阳市市长余勋伟，带
领当地2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 走乡

镇、入园区、跑工地、进车间，了解项目
建设情况，并现场解难题。从南区到东
区，从西面到北端，辗转200多公里。大
家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议、一路比，亲
身感受浏阳大地澎湃的创业激情。

今年来，浏阳大力推行“三个一律”，
即部门和乡镇（街道）一律开门办公，市级
领导公开接访；行政审批事项一律限时办
结；财政切块资金和项目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一律公示。同时，推出一线工作法、重点
工作集中调度点评、重点项目半年一次观

摩等举措， 把干部引导到项目一线抓关
键、解难题。4月25日，浏阳市委下发文件，
把以上举措作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
“转作风、解难题、抓关键、见实效”专项活
动精神的重要内容，以此为推手把浏阳发
展推向新高度。

年初， 浏阳市明确提出要在
未来5年“挺进三十强、再创新辉
煌”，并把项目建设作为关键来抓。
这次重点项目集中观摩， 共安排
了18个重点项目和企业， 涉及城

建、产业、民生等领域。各乡镇（街道）、
园区提前“暗暗较劲”，使出浑身解数，
促使发展上台阶。在长沙市刚刚公布的
统计数据中，浏阳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在内的多项指标排名第一。

浏阳干部“沉”到项目一线解难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刘洪 阳丽萍

4月16日，记者在沅江市三眼塘镇
荷花村沅江市理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40亩的基地看到， 成群的蝌蚪正在精
养池中自在地游弋， 旁边刚插的早稻
田里几只青蛙正虎视眈眈， 另一边蔬
菜地里， 一些青蛙在浇菜工的身旁欢
快跳跃……青蛙精养、 蛙稻、 蛙菜共
存，创造这和谐一幕的主人，就是该公
司的董事长———今年28岁的王理。

“现在很少有人叫我名字了，都叫

我‘青蛙王子’”。
2008年，王理决定辞去广州一家

外企月薪6000元的工作，回到家乡沅
江市茶盘洲镇养殖青蛙。 家人极力反
对，但王理并没有退缩。

青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要合
法养殖必须有人工养殖青蛙的批文。
王理到沅江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咨询办理人工养殖青蛙事宜， 被一
口回绝。 2009年夏天，池塘里的青蛙
卵渐渐变成了小蝌蚪， 可批文还没着
落。他请教有关业内人士弄清了原因：
有人打着人工养殖青蛙的幌子， 从事

捕捉和收购野生青蛙的违法活动。 为
了证明自己的青蛙是人工养殖的，王
理买来了照相机和摄像机， 拍下青蛙
成长的每一点变化。每隔半个月，把这
些资料送到管理局。那一年，他一共给
管理局送去了8批资料。还邀请他们到
养殖基地进行现场考察。 王理的执着
让管理局工作人员信服了。 2009年7
月，益阳市林业局、省林业厅等单位派
人先后到他的基地进行实地调查后，
给他办理了我省第一张经过备案的青
蛙养殖许可证。

许可证办下来了， 青蛙也顺利上

市。 王理后来成立了公司并引入合作
伙伴。 这几年来，公司走“公司+基地+
农户”的经营路子，运用现代技术进行
青蛙和蛙稻、 蛙菜、 蛙果等的生态种
养，规模迅速扩大。去年6月，基地养殖
的青蛙和种植的苦瓜、 水稻获得了北
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的有机转换产品
认证。

产品热销后， 王理又免费给农户
提供技术和种苗， 按市场价回收其产
品。 在公司的带领下， 目前全国共有
948户农户进行青蛙生态种养，户均创
收12万元以上，其中沅江市有262户。

“青蛙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