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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谢莎婷

2016年5月6日， 长沙磁浮快线载客试运
营， 成为我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示范线。

一年来， 长沙磁浮快线累计发送乘客约
260万人次，接待了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
的外国友人以及国内30多个兄弟城市的考察
团，成为湖南的又一张“闪亮名片”。

数据看磁浮：运营里程相当于
绕地球16圈

湖南磁浮公司5月6日发布数据称， 长沙
磁浮快线实现安全试运营365天。 一年来，共
开行磁浮列车35175列次，运行图计划兑现率
为100%，列车正点率99.8%，远高于国家行业
标准。

磁浮列车在线时间共计6145小时， 总运
营里程为677384公里。以地球赤道周长约4万
公里计算，相当于绕地球16圈有余。

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2599762人次，日均
客流量7123人次。 单日最大客流时间段为
14时至18时，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全年单日客流

最高达11503人次，出现在2016年10月3日。
长沙磁浮快线一头连着高铁站， 一头连

着机场，中间设有 梨站。从客流大数据看，高
铁站约占总客流的52.6%， 梨站约占总客流
6%，机场站约占总客流的41.4%。

长沙磁浮快线全长18.55公里， 整体工程
造价约每公里1.95亿元（不含拆迁），同线路若
采用地铁约需每公里6亿至8亿元， 采用轻轨
约需每公里2亿至3亿元。

更优质服务：构建“空铁联运”
一体化网络

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旅客乘坐磁浮列车，
体验了从长沙火车南站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19分30秒的“快速挪移”。

构建“空铁联运”一体化网络，正是长
沙磁浮快线开通的初衷。试运营初期，长沙
磁浮快线执行“朝九晚六”的时刻表，在提
供舒适乘坐体验的同时， 也有不少市民呼
吁延长运营时间。

随着运营日臻成熟，湖南磁浮公司连续3
次调整优化运营时间。最新的运行图自今年4
月29日起施行，进一步方便市民晚间出行。其

中，磁浮列车早班车开行时间为7时；高铁站末
班车开行时间延长至22时， 机场站末班车开
行时间延长至22时30分。

长沙磁浮快线的站台、站厅、列车电子显
示屏均实时更新航班信息。旅客也可通过登录
“湖南磁浮”官方微信，直接连接到机场的航班
动态查询系统。

在磁浮机场站和高铁站增设摆渡车，在
磁浮机场站和 梨站增设高铁售票机，为自
动售票机开通百元纸币购票， 在车厢区域
全面覆盖无线网络，在线路两侧打造“路在
林中、车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绿色走
廊……所有这一切， 只为让旅客获得更优
质的乘坐体验。

让世界瞩目：形成具有先发优势
的磁浮产业

长沙磁浮快线的成功， 为整个轨道交通
发展带来多样化选择，赢得全世界瞩目。

试运营一年来，来自新加坡、奥地利、德
国、巴西、韩国、马来西亚等35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30多个城市的考察团
前来调研长沙磁浮快线。 荩荩（下转2版①）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贺佳）京湘
合作绘宏图，自主典范启新程。今天上午，
北京汽车株洲基地二工厂正式落成， 全新
绅宝D50轿车同时下线。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宣布工厂落成与新车下
线，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讲话。

中国企业联合会驻会副会长尹援平，
省领导张剑飞、赖明勇出席。北汽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和谊讲话。

北汽株洲基地二工厂项目整体投资超
过50亿元，占地面积116.7万平方米，从开
工到落成仅用时11个月， 创造了中国汽车
工厂建设的标杆速度。工厂以绿色、品质、
智能为战略核心，拥有冲压、焊装、涂装、总
装四大工艺车间，可生产四大平台的车型，
具备30万辆整车和20万台发动机的年生
产能力。随着二工厂项目的全面投产，届时
北汽株洲基地总产能将达50万辆整车。今
天下线的全新绅宝D50轿车， 预计将在今
年四季度正式上市。

许达哲说，湖南省委、省政府一直致力
于建设制造强省，高度重视汽车产业发展。

目前，汽车产业已成为湖南的支柱产业，预
计今年汽车产量将突破100万辆， 形成较
为完备的生产、研发、营销服务和供应链体
系。北汽株洲基地二工厂项目，既是湖南和
北汽集团合作发展的新标志， 也是湖南积
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行动。希望
北汽株洲基地以技改扩能项目投产为契
机，依托湖南“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用一流
的管理和技术建设一流工厂， 不断延伸上
下游产业链， 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特别是本
土企业抱团发展，推动湖南对外合作，推动
湖南和周边省份汽车消费及售后服务市场
升级。 湖南将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奋力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进一
步优化发展环境， 全力支持北汽株洲基地
发展壮大。

徐和谊表示，“十三五”期间，将把株洲
基地打造成为北汽华中地区50万产能的巨
型“航母”，为长株潭现代制造业腾飞培育
一个重要的龙头企业， 充分释放集群效应
和创新效应， 助力湖南产业升级和实体经
济发展。

北汽株洲基地
二工厂落成新车下线

杜家毫许达哲出席仪式
� � � �●项目整体投资超过50亿元， 从开工到落成仅用时
11个月，创造了中国汽车工厂建设的标杆速度

●今天下线的全新绅宝D50轿车，预计将在今年
四季度正式上市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株洲督查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落实工作。他强调，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上率下、一抓到底，切实解
决环境突出问题，坚决打好环境治理战役，
向中央、向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株洲市政沥青砼搅拌站因污染问题被

市政府责令搬迁整改，但搅拌站没有搬迁，
还上了新生产设备，违法进行生产，引得周
边群众反映强烈。来到搅拌站，许达哲查看
了新老两套生产设备，并仔细询问情况。了
解到老设备正启动拆除， 而新设备采用了
国内最先进、最环保的工艺进行了升级，但
由于搅拌站属搬迁对象，并未通过审批。
许达哲说，虽然升级设备是为了更加环保，
但未经审批上马项目， 是法治意识淡薄的
表现，还浪费了后续搬迁成本，今后工作中
务必杜绝此类问题。

“2个月后再检查，发现解决不到位，该
问责的就要问责。”许达哲责成株洲市相关
负责人，一次性将搅拌站问题解决到位，避

免造成更多污染和浪费。 在10天内， 由环
保、国土等相关部门通力协作，拿出切实可
行、符合环保要求的搬迁方案；在1个月内，
解决好包括环保、 国土等搬迁所需的各类
审批手续，确保搬迁合法合规；在2个月内，
完成老设备的拆除和新设备的搬迁， 让群
众见到工作实效。

上世纪50年代， 株冶集团铅锌铜冶炼
产出的废渣堆存在厂区内，俗称“老渣山”。
2013年至2014年，株冶对“老渣山”实施了
环境综合治理， 防止废渣造成污染。但
2015年，株冶未经批准，擅自在“老渣山”
堆放一般性废渣， 引起投诉。 许达哲来到
“老渣山” 实地查看， 并了解处理情况。目
前，株洲市已对这一问题立案查处，并责成
株冶展开调查问责并进行整改。

“央企必须承担好社会责任，当好践行
五大发展理念的排头兵。”许达哲要求株冶
严把废渣堆存环保关，堵住管理漏洞，并抓
紧制定实施“老渣山”历史遗留废弃物综合
治理方案，务求尽快完成整治、见到实效。
同时， 定期公布渣场地下水等环保监测数
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 � � �许达哲赴株督查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
落实工作时强调

以上率下 一抓到底
切实解决环境突出问题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曹娴）“非法
开采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附近人民
群众一致点赞。”5月3日， 中央第六环保督
察组收到一封来自衡阳市衡东县居民寄来
的感谢信。

信中写道，4月27日反映的该县境内非
法开采粘土一事，经过督察组的信访转办，
得到了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
迅速开展行动。

记者了解到， 在接到中央第六环保督
察组转办信访件后，衡东县按照部门职责，
交由县国土资源局牵头办理。经调查，群众
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群众反映的衡东县

荣桓镇红狮水泥厂， 实为衡阳红狮水泥有
限公司。该公司没有自备粘土矿矿山，2014
年10月至2017年4月， 其生产水泥用的粘
土由荣桓镇洪平建材经营部和荣桓镇鑫狮
建材经营部供应， 这两家经营部都没有取
得粘土资源采矿许可证。 洪平建材经营部
的粘土来自攸县桃水镇， 鑫狮建材经营部
的粘土来自荣桓镇周边村组。

针对上述情况，衡阳市对此作出处理：
下发了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令红狮水泥有
限公司限期整改； 对非法取土的两家无证
开采粘土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现已刑拘一
人。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收到群众感谢信

“附近群众一致点赞”
衡阳红狮水泥非法取土问题得到处理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刘洋)5月5日上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在吉首市联合举
办政银企脱贫攻坚对接会曁签约仪式。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农业发展银行
湖南省分行、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农业银行
湖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建设银行

湖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邮储银行
湖南省分行、省农信社、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
行等11家省级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签约仪
式。所签项目涉及自治州基础设施、新型城镇、
民生事业、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

签约仪式上，自治州与11家省级金融机构签
订了《金融支持湘西州脱贫攻坚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和10家州级金融
机构，与州内243个重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拟贷
款金额642.25亿元；现场与22家企业签订了银企
合作协议，签约金额169.37亿元。

据介绍，2014年10月，自治州与10家省级
金融机构签订的意向融资贷款协议，目前实际
到位金额378.47亿元，履约率达80.65%；州级
金融机构与重点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实际到
位金额62.44亿元，履约率达84.06%。今年至3
月底， 自治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080.9亿元、
贷款余额561.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0.5%、
23.7%，增速连续4年居全省前列，有力助推了
自治州的精准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

11家省级金融机构携手助推自治州脱贫
243个合作项目意向贷款642亿余元，银企合作签约

169亿多元

� � � � 试运营1年， 总运营里程相当于绕地球16圈有余， 发送乘客约260万人次，
在国际磁浮大会上赢得满堂喝彩， 引来35个国家和地区的考察团———

磁浮快线 湖南名片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白培生 颜石敦
欧阳亚琼）今天上午，中国旅游车船协会在
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三合村， 分别授予郴
州市、 北湖区为全国自驾旅游目的地试点
城市、试点区。据介绍，郴州市是全国第三
个自驾旅游目的地试点城市， 北湖区是全
国首个自驾旅游目的地试点区。 当天上午
还启动了郴仰公路全国自驾旅游示范路创
建活动，吸引了郴州、韶关、永州等地车船
协会近200名自驾游爱好者参加。

郴州东接江西赣州、南邻广东韶关，是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级休闲旅游城市，
全市旅游资源丰富， 现有国家森林公园、
5A级景区等风景名胜110多处。近年来，该
市充分发挥交通区域及旅游资源优势，积
极创建全国自驾旅游目的地试点城市，全
市实现高速公路、主要干道、交通要道、车
站、景区、酒店等旅游交通标识牌和旅游地
图全覆盖。同时，该市率先在全国提出“中
国自驾旅游示范城市”理论体系，新创立的
“中国自驾旅游公共图形标准”得到业界高
度肯定。 荩荩（下转2版③）

双峰发现
春秋时期青铜编钟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周俊 肖展发 熊智龙） 5月4日，
双峰县文物管理局干部来到杏子铺镇坳头山村拓木组，
向发现和主动上缴春秋时期青铜编钟的刘华新、 谭有能
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 近年来， 双峰县已累计出土春秋
时期青铜编钟1套， 战国时期青铜编钟2套。

今年2月， 村民刘华新在牛坟山整理山地进行油茶
种植时， 挖出了青铜器。 经双峰县文物管理局现场清点，
共有完整器5件， 残损器2件， 其它碎片经拼对后为5件，
共计12件， 为一整套青铜编钟。 经现场考古发掘和勘
察， 该地区土质为黄土层， 无明显墓葬土质痕迹， 初步
判断为窖藏。 经省文物鉴定中心认定， 其中2件为春秋
饕餮纹虎型钮编钟， 另3件为春秋扁钮乳钉纹编钟， 整
套编钟最大的重达8公斤， 最小的1.5公斤。 该文物已移
送至双峰县文物管理局文物标准库房保护和储存， 破损
残损碎片将送往省博物馆进行修复。 荩荩（下转2版②）

郴州跻身全国自驾游
目的地试点城市

北湖区被授予全国首个自驾游目的地试点区

� � � � 5月4日， 双峰县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编钟及省文物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证书。
周俊 龚闯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贺佳 冒蕞）今
天，2017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
会在株洲市拉开大幕， 来自全国各地企业家和
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聚焦智能制造、 新能源汽
车、通用航空等新兴产业，共商振兴实体经济新
路径。活动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会见了与会企业家代表，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一同会见并在年会上讲话。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在年会上作主旨讲
话，工信部原党组成员金书波致辞，省领导
张剑飞、赖明勇出席上述活动。

本次活动为期2天，以“弘扬企业家精神，
振兴实体经济”为主题，期间举行中国企业家
年会、各类平行企业家论坛、企业家座谈会、
产需对接会及考察签约等活动。

杜家毫在会见中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全
国企业家活动日在湘举办表示祝贺， 感谢各
位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湖南改革发展的大力
支持。他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湖南近几年来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新发展理念适应引领新常态，突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大力推进“三去一降
一补”，今年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趋好、提质
增效”的特征，筑底回升的态势有所显现。立
足省情实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确立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
快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产品
创新，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
态， 着力引进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和民营
500强企业，加快把湖南这片红色的热土打造
成为创新创业和开放开发的乐土。 希望广大
企业家一如既往关注支持湖南， 多为湖南发
展传经送宝，多到湖南投资兴业，促进实体经
济发展，助力湖南打造成为中部崛起的高地。

“湖南产业基础不断巩固，‘一带一部’区
位优势更加凸显，创新氛围日益浓厚，正处在
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期。”许达哲说，湖南要实
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实体经济、希
望在企业，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
我们将继续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帮
助企业拓展内外部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同

时，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企业家在
湘兴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在湖南大力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打好“三大战役”，
构建“四大体系”，打造“五大基地”，建设“五个
强省”的新征程中，蕴含无限商机、无限生机
和无限潜力。 希望广大企业家把目光更多地
投向湖南，让资源更多地汇聚湖南，在三湘大
地上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朱宏任说，今年的活动以“弘扬企业家精
神，振兴实体经济”为主题，就是要激励广大
企业家进一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和决策者，要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全面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的变革。要
坚持契约精神，引领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
平竞争的企业文化。 要把社会责任同企业经
营紧密结合在一起，努力实现企业和国家、社
会、员工、环境的协调和统一。

年会上，张瑞敏、傅成玉、宗庆后、徐和
谊、宋志平、赖小民、刘化龙等企业家分别发
表演讲。

2017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在株洲举行

振兴实体经济 共促湖南发展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企业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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