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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毅 殷新平

备受关注的长株潭城际铁路列车目前正
进行试运行检测。 12月14日，广铁集团邀请湖
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记者乘坐长株潭城铁列
车，首次揭开其“庐山真面目”。

每列8节车厢，最多可载客1950人
14日8时30分，记者来到崭新的长株潭城

铁长沙站。
城铁长沙站位于长沙火车站东侧，锦泰广

场西侧， 两个车站间有地下通道实现互通对
接。

9时，记者搭乘C6969次城铁前往湘潭。
城铁列车车身纯白， 车头镶嵌蓝色线条，

外观与高铁动车差异不大。 走进车厢，空间比
高铁宽敞，座位数又比地铁多。

广铁集团长沙车辆段长沙城际动车组助
理工程师齐济玮介绍， 长株潭城铁列车共8节
车厢，设有座位510个，定员载客量为1470名，
可超员载客1950名，堪称“最能装”的动车组。
如果满座，旅客也有较大空间站乘。

记者发现， 城铁列车的座位没有一等座、
二等座之分，旅客也无需对号入座。 车厢内左
右各有两排座位，座位不能折叠，靠近过道的
每排座位下方都配有一个220伏电源插座。

考虑到城铁列车站间运行时间短、 停站
多、短途旅客多等情况，列车取消了大件行李
存放处，不设餐车车厢，也不提供餐饮服务。在
每趟列车的头尾两节车厢分别设有1个卫生
间。

长株潭城际铁路设计时速为200公里，初
期运营时速为160公里。 每节车厢设有液晶显
示屏实时显示运行速度、室内温度等信息。

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动车二队党总支书
记章秋介绍，目前，客运段已按照正式运行的
要求，安排乘务员上车熟悉线路、车上设备和

作业流程。 城铁正式通车运营后，每趟列车将
安排1名列车长、1名列车员、1名保洁员为旅客
服务。

车厢设3对双开门，方便快进快出
长株潭城铁列车，采用由中车四方公司自

主研发生产的城际动车组CRH6F。 这是我国
第一款运营时速160公里的城际动车组车型。

CRH6F车型素有“铁路公交”“都市圈里
的快捷使者”之称。具有“速度快、载客量大、快
起快停、快速乘降”等突出优点，因而特别适合
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需求。

不同于地铁或高铁车厢，长株潭城铁列车
的2至7号车厢，分别设有3对双开门。这种设置
可在列车满员的状态下， 方便旅客快速上下
车。

据中车四方工程师介绍，CRH6F车型的

外形进行了优化设计整合。列车前端的流线形
设计，更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避免了强烈气
流分离，可进一步减少动车运行阻力。 长株潭
城铁正式开通后，将有5组CRH6F型动车组投
入运营。

10时，C6969次城铁抵达湘潭站。 乘务员
告诉记者，由于当天是试运行体验试乘，因此
列车中途停站时间较长。

长株潭城铁正式通车后， 长沙至湘潭、株
洲的运行时间分别在40分钟左右。湘潭与株洲
之间不能城铁直达，两地旅客可在暮云站转车
后实现互通。

长株潭城铁正线共设21个车站，西延线设
有尖山站、麓谷站、湘江西站3个车站。 本月底
将首先开通长沙站以南的17个车站。长沙站以
西的7个车站正在建设， 预计明年全线贯通运
营。

�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杨文利 尹宏 ） 中国民主同盟湖
南省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2月
13日-14日在长沙举行。 中共湖南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应邀出席会议，省政协
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杨维刚出席会议。

会议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 民盟十一届
十六次中常会精神、 民盟十一届五中全会
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 听取并审议了民盟湖南省十三届委员
会常委会工作报告。

2016年，民盟湖南省委扎实做好思想宣
传、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组织建设等各项工
作，为推动民盟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6年共立项参政议政课题27个。 开展“农

村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实施易
地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加快发展我省深
海矿产资源开发技术与装备产业”、“土壤污
染防治”、“打造动力制造聚集区”等重点专题
调研。 积极搭建监督平台，围绕“洞庭湖水环
境综合整治”、“非公经济政策落实” 两个主
题， 组织全省有关市州民盟组织开展了专项
民主监督调研。 湖南民盟爱心基金全年新增
爱心捐款110万元。 开办“民盟·同心班”6个,
帮扶贫困学子300人。 争取民盟中央精准扶
贫项目“超天使工程”落户湖南，为娄底、怀化
20多所贫困乡镇卫生院免费提供B超等医疗
器械，价值近千万元。

全体与会代表还结合民盟湖南省十三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就2017年
如何开展盟务工作，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献计出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主持长沙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 邀请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副理事长、 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作了题为《抓
住第四次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加快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专题报告。

郑新立认为， 长沙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提出的“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目标既高
瞻远瞩又切合实际，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好
长沙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资
源优势，打造“三个中心”，为全国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报告分6个
方面，对当前经济形式做了科学分析，认为
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 当前我

国正面临着以城乡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
第4次结构大转换，城乡一体化将成为新一
轮结构调整的最大动能， 推广PPP模式以
扩大公共产品供给， 鼓励创业创新是加快
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

学习中，易炼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在谋深上下功夫，高标准抓好顶层设计；要在
实干上下功夫，进一步升级品质；要在善治上
下功夫，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进一步增强战
略定力和行动自觉，着眼于省委、省政府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落地落实，着力于提升
城市国际化水平和标准， 把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具体化，制定可操
作方案，以“跳起来摘桃子”的精神，推动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 湖南省第七届企业文化论坛在
长沙举行，近200名企业代表和经济专家参
加， 共同研究探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企业
文化建设。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副
省长蔡振红出席论坛并讲话。

本届论坛以“新理念激发新动能”为主
题，由省委宣传部、省经信委、省国资委、省
工商联、省总工会、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主办。 论坛上，中建五局、国网湖南省电力
公司、中联重科等20家企业被授予“湖南省
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中国石化长岭炼
化公司、 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
业被授予“湖南省企业文化建设创新基
地”。

蔡振红表示， 湖南的企业文化建设有

“根”、有“魂”、有“神”、有“情”。 企业文化建
设要强化思想引领，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干部职工头脑， 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形势政
策宣传教育，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企业落地生根；要注重人文关怀，尊重员工
的主体地位，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促进员
工的全面发展， 使之成为企业发展的生力
军；要彰显湖湘特色，展现湖南人民的“精
气神”，把湖湘文化与市场意识、商业精神
紧密结合，以文兴企、以文强企，打造有文
化有实力有影响的“湘商”名片；要创新企
业文化，培育创新品格，加强理念创新、手
段创新、机制创新，以新发展理念为遵循，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伟大实践中
担当更大作为。

比高铁空间宽敞，比地铁乘坐舒适，列车运行公交化———

长株潭城铁列车首露真容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今天， 副省长张剑飞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巡视第十二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
会。 他表示，要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汽车，多
制造平民百姓买得起的车。

据了解， 第十二届长沙国际车展展期
为12月13日至18日， 使用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现有的8个展厅， 展览面积14.3万平方
米， 云集国内外82个汽车品牌，1020台展
车， 其中区域首发新车32台， 湖南制造20
款，新能源车26款，纯电动车17款。 本届车
展对湖南本土汽车制造厂家， 从整车到相
关技术进行全方位展示， 是一次“湖南制

造”年度阅兵。斯柯达全新SUV落户上汽大
众长沙工厂， 长丰猎豹CS9实车全球首秀
等湖南制造车型悉数登场。

来到车展现场，张剑飞直奔国产车型和
自主品牌展台， 他先后参观了长丰猎豹、比
亚迪、吉利、北汽、广汽三菱、上汽大众等在
湖南本地设厂的品牌。 在每个展台，张剑飞
都会详细询问汽车价格、市场、质量等情况。
不时打开车门，仔细摸摸车门内饰，有时坐
上去，体验下驾乘感受。 他表示，通过车展可
以看到湖南本土车企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希
望主机厂和配套产业能进一步提高研发能
力，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今
天下午， 副省长张剑飞在长沙会见了原上海
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明一行。

陆家嘴集团是上海市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主要从事城市发展、 旅游会展等综合服务。
张剑飞欢迎客人来湘考察。 他说， 陆家

嘴集团在开发建设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过程中
探索积累的成功经验， 值得湖南认真学习借

鉴， 对陆家嘴集团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建设、
运营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希望
陆家嘴集团不断深化与湖南在会展经济、 磁
悬浮运营等方面合作， 帮湖南多引进一些有
国际影响力的会展项目。

杨小明表示， 陆家嘴集团将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 加强与湖南在会展、 旅游等多领域
进行合作。

� � �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唐龙海 肖潇）今天，根据最高人民
检察院统一部署，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举行
了以“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为主
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全国人大代表、全
国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
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特约检察员，新任人
民监督员共30人参加了活动。 省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游劝荣出席活动。

受邀嘉宾参观了办案工作区、 职务犯
罪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 检察官宣誓广场
等地，观看了专题片《侦查监督———剑指何
方》，并与检察官座谈。

游劝荣指出，“检察开放日” 活动是司法
公开、司法民主的重要方式，是人民群众参与
司法工作、了解司法工作、监督司法工作的重
要方式。监督是以了解作为前提的，各位嘉宾
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将有助于大家了解和理
解检察工作。 省检察院将认真研究大家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把表扬当成鞭策和鼓励，把意
见建议当成今后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游劝荣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身正，才
能正别人。 检察机关监督他人，对自身要求一

定要有比对别人更高的标准。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 因此，检察机关希望有更多的来自各个
方面的监督。 监督是最重要的支持，要让在有
监督的条件下工作成为检察机关的习惯。

【热点聚焦】

1、长株潭城铁票价多少？
目前，长株潭城际铁路的具体开行

日期、运行时刻表、票价均未出炉。 请旅
客朋友以官方公告为准。
2、长株潭城铁如何换乘长沙地铁？

长株潭城铁先锋站、开福寺站（明
年开通）， 可与长沙地铁1号线换乘；长
株潭城铁长沙站可与长沙地铁2号线换
乘。 未来长沙还将开通多条地铁，可与
更多城铁站实现换乘。
3、长株潭城铁怎么买票？

乘客可选择进站购票，或选择通过
12306网站、 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官方渠
道购票。 具体购票方案以正式开通运营
时为准。

【相关链接】

长株潭城铁
站点一览

长株潭城铁正线共有车站21个，其
中长沙12个，分别为谷山站、八方山站、
观沙岭站、开福寺站、长沙站、树木岭站、
香樟路站、湘府路站、洞井站、先锋站、芙
蓉南站、暮云站；株洲5个，分别为九郎山
站 、田心东站 、大丰站 、株洲站 、株洲南
站；湘潭4个，分别为昭山站、荷塘站、板
塘站、湘潭站。

长株潭城铁西延线接谷山站， 设有
尖山站、麓谷站、湘江西站3个车站。

（上接1版）
榜样是最好的说服，示范是最好的引领。
今年“七一”前夕，浏阳张坊镇八旬老党员

朱自明省吃俭用交纳万元大额党费。老人深耕
基层40余年，捐资近35万元，帮助115名贫寒
学子重返校园的事迹家喻户晓。广汽三菱的普
通职工李志丹，工作日在车间穿梭，业余时间
则是长沙市讲师团的一名宣讲员。她尝试将党
的方针政策故事化，今年，她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走进各个企业宣讲了60多场。长沙市城
区排水设施运行服务中心机电维修班班长贺
光明，30多年坚守又脏又累又苦的岗位， 这位
来自井下18米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故事诠释
着何为“合格党员”。

做：把“有意义”的事干得“有意思”
对“学”的认知，往往在“做”中一步步廓

清。
“这次我们也给村里的党员当当考官。”10

月25日，宁乡县沩山乡同庆村先锋组村民李庙
才认真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县委启动了百村
万户“群众对身边共产党员印象”大调查活动，
是不是合格党员，村民们说了算。

从党章党规， 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从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到长沙构
建国家中心城市……长沙市讲师团创新工作方
式，把大政方针、理论知识分解成近600个民生
话题，结合机关、工厂、社区等不同受众的需求
有的放矢，讲得“有意思”，听得“有嚼头”。

以学促做，更多的人选择立足自身岗位争
做合格党员。 有为自然有味———

10月18日10时40分， 长沙县果园镇党委
书记秦芳在网上签批：在古井社区古井商店路
口增设一处交通标识标牌。这距离党建O2O平
台报送该路段发生一起摩托车交通事故尚不
到两个小时。今年4月以来，长沙县所有党员的
微信都关注了———“长沙县党建O2O”平台，半
年来，受理事项6696件，桩桩抓落实，件件有回
音。

“大家普遍反映：子女在外地，老人住院没
人照顾。 ”长沙市卫计委主任周敏介绍说，卫计
系统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了“问需于
民”大调查，总结了需办理的20项民生实事、需
优化的80项服务。比如：针对上述提到的难题，
就在长沙市四医院试点推行了“无陪护病房”，
由医院统一聘请专业陪护员，既提高了护理水
平，也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

在长沙市委组织开展的“岗位作贡献、合格
见行动、建设‘四更’长沙”主题活动引领下，“干
部干事、为官有为”一时蔚然成风———芙蓉区的

“四有党建”、开福区的“四赛”、天心区的“三微行
动”、 雨花区的“攻坚克难突击队（手）”创评、浏
阳市的寻找“最美身边共产党员”……

改：勇气是压力下的优雅
11月1日，宁乡县9位非煤矿山的矿主主动

来到县委办， 递上自愿关停矿山开采的申请
书。“县安监局、 县国土局经常蹲点上门做工

作，县宣讲团的讲师反复宣讲‘关停矿山是造
福后代的事’，渐渐地，我们也想通了，晚出事
不如早转型”。

长沙将解决问题贯穿于“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全过程，立足一个“改”字、构建一个“常”
字。 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张宏益一
语道破：“‘两学一做’ 不是喊在嘴上、 写在纸
上、 挂在墙上， 而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学、
做、改’相结合地真抓实干，构建常态化的机
制。 ”

长沙公路局251名党员走出办公室， 与管
线养路工人一同劳动， 与路政执法队员一起
深夜治超。 路政管理处处长谭智感慨道 ：

“改变之初也担心阻力重重， 但局领导班子下
了决心， 大家到了一线后， 拉近了与基层的
感情， 对工作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干起事来
反而比以前更从容、 更自信了。”

今年1至9月， 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推出
微笑服务、 上门服务、 延时服务， 为群众办
事79万件。 当初， 不少干部认为， 本来中心
的事务就很繁杂， 延长工作时间， 甚至上门
服务， 会让大家疲于应付。 然而， 实行一段
时间后， 很多群众诉求在源头就得以解决，
被动受理变为主动服务后， 避免了后续不必
要的环节， 反而轻松了不少。 随之而来的，
还有市民们送来的锦旗和赞扬， 改革的勇气
最终化为工作的优雅。

在长沙市委大院的“党员信仰” 宣传栏
里， 有这样一句话———“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这话朴实而有力！

信仰 致敬

张剑飞会见上海陆家嘴集团客人

民盟湖南省十三届委员会
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
陈向群应邀出席

抓住新机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易炼红主持长沙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

蔡振红在湖南省第七届企业文化论坛上强调

打造有文化有实力有影响的“湘商”名片

张剑飞巡视长沙车展时表示

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汽车

让在有监督的条件下工作成为检察机关的习惯

省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相关链接】

2013年以来我省查处
职务犯罪2413人

2013年至今年11月，全省检察机关依法
履行审查逮捕职能，全省共决定逮捕职务犯罪
案件2195件2413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人，厅
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276人。 加强刑事立
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两项监督工作，共监督
立案2881件3543人 ， 监督撤案1871件 。
2015年7月，省检察院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
展了为期一年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项侦查
监督活动”，共监督立案286件414人，监督撤
案已撤案117件，纠正漏捕158人，书面纠正违
法已纠正33件，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线索29条，
其中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37件， 积极为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作出了探索和努力。

� � � � 12月14日上午， 体验者在乘坐长沙-湘潭C6969次列车。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在奔驰的列车上水杯不漾， 钢笔不倒。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