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邓
晶琎）25日， 总投资超10亿元的华
远汇成国际珠宝主题购物中心在长
沙坡子街开业。这是湖南首家、国内
最大珠宝主题购物中心。

华远汇成国际珠宝主题购物中
心在国内首创“地产+珠宝”的商业
模式，形成珠宝零售、私人定制、寄

售拍卖、珠宝品鉴等为一体的金融
服务， 与品牌建立长久的合作机
制。目前已吸引30多家国内外顶级
珠宝品牌入驻。

长沙市副市长廖健介绍，华远
汇成有望为湖南珠宝行业转型升
级带来契机，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双丰收。

湖南首家珠宝主题购物中心开业

长沙地铁1号线
今日11时18分载客试运营
全程约45分钟

62天暑运
7月1日开启
湘粤间增开49对列车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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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尹翔宇 马松伟） 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今天在北京主持召开特变电
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新产品鉴
定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浩以及
来自国家能源局、 国家工信部、国
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等单位的专家，参加此次鉴定。

鉴定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衡变
16项新产品的国家级鉴定。 其中
280Mvar/1100kV并联电抗器等8
种类型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05.200MVA/±800kV换流变等8
种类型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至
此， 该公司国家级新产品已增至
102项，世界级新产品增至51项。

“这不仅是一次新产品鉴定
会，更是一次变压器行业世界最新
研发、试验及运行技术的交流展示
会。衡变在技术创新、质量管控、工

艺控制、自动化生产、精益化管理
等方面，已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朱英浩院士评价。

据了解，此次通过国家级鉴定的
新产品，都是衡变近两年自主研制的
高电压、大容量高科技产品。这些“世
界之最”， 将为我国建设全国性输电
网络，实现跨区域、远距离、大容量的
能源输送提供有力保障；还将助推衡
变拓展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南
美、非洲等海外市场。标志着衡变在
我国及世界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自
主创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近年来，衡变以创新为发展驱
动，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不断
抢占行业技术制高点，先后研制开
发引领行业节能、创新、智能化发
展方向的重点新产品360余项， 填
补多项国内空白，创造了20余项世
界第一。

湖南日报 6月 27日讯 （记者
唐爱平 ）省发改委今天透露，宁乡
县、汉寿县、大祥区、祁东县、沅陵
县等5个县（区），入围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试点示范工程。

今年4月， 国家发改委等7部

委联合印发通知， 拟在全国范围
内组织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百县千乡万村” 试点示范工程。
经市州推荐、省评审、国家审定，
宁乡县、汉寿县、大祥区、祁东县、
沅陵县等5个县（区）入围国家试

点示范工程。
据悉， 试点示范将围绕优化县

域空间发展布局， 推进产城融合发
展，探索多种产业融合形式，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 培育多元化产业
融合主体，激发产业融合活力，健全

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 让农民更多
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创新产业融合
投融资机制，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 完善产业融合服务等
主要任务，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加快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唐
爱平 )省发改委今天透露，我省洞
庭湖区域的桃源县、华容县、赫山
区3个县(区 )列入全国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试点。这3个县 (区 )将分别

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的
支持。

国家发改委、 农业部近日下发
了关于下达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
项目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的通知，选择9个省（市）开展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试点；我省3个被列入试点的
县（区）共计获得国家9000万元的支
持，所获资金支持为9省（市）之首。

此次治理项目的技术路线与主

要建设内容， 是以流域农业面源综
合治理为基本理念， 推进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 重点支持农田面源
污染防治、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工
程建设。

衡变16项新产品
一次通过国家级鉴定
国家级新产品增至102项，世界级新产品增至51项

湖南3县（区）列入
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点

湖南5县（区）入围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试点示范工程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黎磊）广铁集团今日发布
通告，将于7月1日启动暑运，至8月31
日结束，共62天。预计7月16日为铁路
客流最高峰。

广铁集团客运处介绍，暑运铁路
将以学生、旅游客流为主，湖南境内
客流主要集中去往广州、深圳、上海、
成都、桂林、张家界等方向。

暑运期间将增开湘粤两省管内
列车49对，其中湖南增开动车组列车
6对： 广州南～怀化南G9662/3�
G9664/1次1对， 长沙南—怀化南
G9601/2、G9603/4次、长沙南—邵阳
G9631/2、G9633/4次4对， 怀化南—
长沙南G6420次0.5对，邵阳—长沙南
G6460次0.5对（逢周五、周六和周日
开行）；湖南增开临客7对：深圳—张家
界K9088/9� K9090/87次 1对 ，深

圳—岳阳K6604/3次1对， 东莞东—
岳阳K6607/6� K6605/8次1对，广
州—邵阳K6546/7� K6548/5次1对，
深圳—永州K6552/3� K6554/1次1
对， 广州—长沙K6622/1次1对，惠
州—常德K6567/6�K6565/8次1对。

此外，湖南境内还将新增始发列
车6对， 分别为长沙—常德K6696/5
次1对， 长沙—岳阳K6628/7次1对，
长沙—衡阳K6635/6次1对， 长沙—
郴州K6591/2次1对， 长沙—石门县
北K6588/7次1对，郴州（衡阳）—岳
阳K6562/1次1对。暑运期间，怀化—
上海南K534/3次将恢复开行。

具体加开列车情况，以当地车站
公告和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公告
为准。旅客可通过12306铁路官方网
站、 广州铁路官方微博或微信等查
询。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通讯员 王喆 周丽莹）来了！来
了！大家期待已久的长沙地铁1号线
终于来了！今天下午，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地铁1号
线一期工程将于6月28日11时18分
开通载客试运营， 长沙地铁正式迎
来换乘时代。

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全长
23.55公里，共设车站20座，由北向南
分别为开福区政府站、马厂站、北辰
三角洲站、开福寺站、文昌阁站、培元
桥站、五一广场站、黄兴广场站、南门
口站、侯家塘站、南湖路站、黄土岭
站、涂家冲站、铁道学院站、友谊路
站、省政府站、桂花坪站、大托站、中
信广场站和尚双塘站。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从最南端的尚双塘高架站

至最北端开福区政府站，乘坐地铁全
程需45分钟左右； 初期行车间隔8分
20秒， 后续将提速缩短行车间隔；运
营时间也与2号线完全一致，从6时30
分至23时。

1号线票价计价方式与2号线相
同，均为2元6公里起步，超过6公里采
用“递远递减”原则进行计价，全程最
高票价6元， 与2号线换乘最高票价7
元。

长沙地铁1号线将与2号线在五
一广场站形成“地铁十字”，开启地铁
换乘时代。“地铁十字”的形成，使长沙
城区到高铁、机场、公路客运等交通
枢纽更方便，地铁、航空、高铁、公路客
运、磁浮等多种交通方式可形成零距
离对接，市民换乘各种交通方式都能
在1小时左右完成， 长沙真正进入“1
小时换乘生活圈”。

6月26日，麻阳苗族自治县兰里镇仓冲村，游客在五彩缤纷的格桑花丛
中观赏拍照。近年来，该县大力打造“村村寨寨有景点、家家户户可住人”的
乡村特色旅游，努力建设美丽、和谐、富裕的苗乡新村。 滕树明 摄

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