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625家（次）银行、105家（次）
担保机构、54家（次）保险公司，走进179个
园区，举行295场银企对接，撮合融资2471
笔，意向贷款或授信522亿元。这是湖南开
展金融机构“进园区、进企业、促融资、促发
展”（简称“两进两促”）取得的成绩单。记者
近日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 我省
将打造“两进两促”升级版，建立健全深化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

2018年底以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联合省工商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等有关部
门，推进“两进两促”活动。活动通过开展银

企“面对面”、打造政策“直通车”、搭建产品
“大超市”、讲好案例“故事汇”等形式，为园
区企业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解决企业
实际困难。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介绍， 我省将
推广“两进两促”中帮扶民营和小微企业成
效突出的典型做法，力促“两进两促”活动
升级， 组织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提升年“1241”专项行动，推动千户民企大
走访、MPA评估优结构、政策工具全覆盖、
百家示范优服务、百佳案例树典型、债券融
资破“双百”、跨境融资“直通车”、百行倡议
降成本8项具体工作，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

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湖南将打造金融机构
“两进两促”升级版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胡清 胡琦）今天8时28分，长沙湘江
西岸， 阜埠河路与麓山南路交会处， 随着
“湘盾二号” 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击破洞
门，抵达正在建设中的长沙地铁3号线阜埠
河地铁站，标志着长沙地铁3号线施工难度
最大的湘江隧道顺利贯通。

长沙地铁3号线湘江隧道由中铁十四
局承建，成功穿越国内最大最复杂水下溶洞
区，开创了国内同类工程施工先河，也意味
着国产盾构机水下施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隧道全长2.65公
里， 连接湘江东西两岸的灵官渡站和阜埠
河站。 隧道施工需要穿越橘子洲下方的湘
江岩溶区，长达323米，溶洞及溶蚀空洞位
置、 深度无规律分布， 宛如一个巨大的蜂
巢。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师庆彬介绍，这
一区域的溶洞见洞率高达80.6%， 相当于
平均每隔1米就有1个溶洞，其中最大的溶
洞高达20.8米，施工难度在国内外罕见。溶
洞与湘江水系连通，施工过程稍有不慎，就
会击穿隧道。

据介绍，承担穿江重任的“湘盾二号”
盾构机直径6.45米，长96米，是中国铁建重
工自主研制的泥水平衡盾构机。“湘盾二
号” 此前在兰州完成了国内首条下穿黄河
地铁隧道施工任务。

为攻克溶洞区施工难题， 研发设计人
员、施工单位对地下溶洞进行处理，采用水
泥、新型环保材料进行填充。同时，在江面
上用钢板搭建一个约6000平方米的施工
平台，从钢板上往江中打孔、注浆，解决了
在浅溶洞区搭设钢管桩的技术难题。

师庆彬介绍，项目团队与中南大学、山
东大学联合攻关，对风险进行充分论证，在
盾构机上采取了专门措施， 包括通过对前
方地形进行超前探测， 有针对性地调整盾
构机掘进参数； 减少遇到溶洞时掌子面的
压力波动，有效防止地面沉降；改进刀盘冲
刷系统， 应对黏土堵塞刀盘开口影响施工
的难题。

施工结果表明， 盾构机顺利通过大规
模溶洞区和断层破碎带， 掘进期间未出现
安全质量问题，贯通后的隧道不渗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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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加油站“揩油”吗
汽油从加油机到达车辆的油箱， 如何保

证油量的精准，是公众较为关注的问题。
“加油机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在位于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的金霞加油站， 站长
刘灿介绍，这个‘大脑’由数据主板、芯片等组
成，位于加油机的上半部；下半部是加油机的

“身体”，里面安装了电动马达、油泵、油气分
离器、计量器、真空泵和油路管线、气路管线
等机械装置。

当加油机马达启动、油枪阀门打开后，油
品从加油站的埋地油罐通过地下管线输送到
加油机，再经过加油机内部的油泵、油气分离
器、计量器、胶管等设备到达加油枪，最后加
入到车辆的油箱。

“加油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跳枪’，是不
是加油站在‘揩油’？”

面对消费者的疑惑，刘灿笑着介绍，加油
枪前端内置一个感应装置， 当车辆油箱快加

满时或回气不畅时，为防止油品从油箱溢出，
油品碰到感应装置就会自动跳枪。 他说：“加
油量是根据加油机的计量器计算的， 加油机
每半年要接受质监局强检。”

当天， 省计量院工作人员现场进行计量
检查。加油机设定机走读数50L，工作人员3枪
检定分别为49.967L、49.969L、49.972L。“根
据相关规定， 加油机结算值与实际值之差不
得超过实际值的0.3%， 今天检定结果显示为
0.06%，消费者可放心。”省计量院工作人员还
提醒，检定合格的加油机都贴有“强制检定合
格”标签。

油库“吞吐”有多智慧
据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介绍， 湖南

有1600多座中国石化加油站和20座中国石化
油库，遍布14个市州。

油库作为储油基地，“吞吐”有多智慧？
参访团前往位于长沙市金霞经济开发区

霞凝港湘江北路段的长沙油库探秘。
经过门禁系统来到油库公路发油区。只

见油罐车秩序井然，通过微机控制自动付油。

工作人员只需接上油罐车的卸油口， 轻点发
油操作屏，便开始正常发油了。目前，每天从
长沙油库发油出库的油品约为3500吨， 其中
汽油、柴油分别约为2500吨、1000吨。

中国石化长沙油库2008年6月建成投产，
是岳长株潭输油管线上最大的配套下载油
库，不仅承担长沙地区的油品供应，还辐射株
洲、湘潭、益阳等周边城市。2018年，成品油吞
吐量为280万吨。

记者在油罐区看到，12座立式金属油罐
整齐排列，露出地表的两根直径近1米的管道
为输油的“大动脉”。一根标注“汨罗分输站来
油”，一根标注“去株洲末站”。据介绍，长沙油
库进油方式主要为管道输送， 由岳阳长岭炼
化直接供应， 成品油年下载量约为140万吨，
占油库进油总量的95%以上。

“管道输送和油罐的进出口阀门，均采用
自动控制系统，可进行远程控制，电脑上可监
测阀门和管线状态。”长沙油库负责人说，库存
油品还通过自动液位仪实时监控，油品下载时，
计量与质检人员能及时准确地采集油罐动态
数据，实现了成品油“吞吐”的智能管理。

� � � �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中国石化公众开放日湖南石油站活动在长沙启动。消费者、
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等代表组成公众参访团，走进长沙金霞加油站、湖南石油中心质检室、
长沙油库等地———

去中国石化，探秘智慧能源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规范
携带宠物入境检疫监管工作的公告》将于5
月1日实施，携带宠物入境通关将更加便利
化和人性化。长沙海关口岸监管处介绍，新
规实施后， 携带入境的宠物均需提供有效
的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出具的检疫证书和
疫苗接种证书，3种情形下的宠物经现场海
关检疫合格即可放行，免于隔离检疫。但每
名旅客每次只可携带1只宠物，仅限于猫和
狗。

可放行的3种情形分别是： 来自19个
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宠物入境的， 且宠物具
备有效电子芯片， 具体为新西兰、 澳大利
亚、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美国夏威夷、美
国关岛、牙买加、冰岛、英国、爱尔兰、列支

敦士登、塞浦路斯、葡萄牙、瑞典、瑞士、日
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来自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猫狗宠物， 具备有效电子芯
片， 并提供采信实验室出具的狂犬病抗体
检测报告；导盲犬、导听犬、搜救犬，除了具
备有效电子芯片， 还需提供相应使用者证
明和专业训练证明。

不满足上述3项条件的宠物，应当从海
关总署公布的9个具备隔离检疫设施的口
岸入境，并接受30天隔离检疫。

长沙海关提醒， 目前湖南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和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暂不具备进
境宠物隔离检疫条件， 如旅客入境携带不
满足直接放行条件的宠物， 建议从北京首
都、上海虹桥、浦东等国际机场入境，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5月起携带宠物入境更便捷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4月21日16时许， 京广高铁
赤壁北站因强降雨造成行车信号故障，经
过铁路部门积极抢修，已于当天22时40分
抢修完成。 受此影响，21日下午至22日凌
晨，长沙南站逾50趟高铁列车晚点，少量
列车停运。截至22日16时，京广高铁恢复
正常通行。

长沙南站提醒旅客注意： 持有4月21
日票面发站严重晚点动车组车票的旅客，

如需取消行程， 可在4月25日18时前到票
面发站办理退票手续。 已购买停运列车车
票的旅客，可不晚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
内（含当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上述退票
业务均不收手续费。

车站提醒旅客密切注意车站公告或
通过12306客户端、客服热线查询实时车
次时刻情况，妥善安排出行。尚未换取纸
质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直接办理
退票。

因强降雨造成设备故障，京广高铁大面积晚点

长沙南站22日恢复正常通行
25日18时前可办理退票手续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张益顺 记
者 曹娴）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武冈分局今天向
记者透露，4月19日， 武冈市迅速查处一起采
用移动方式非法排污案件， 违法当事人被处
以行政拘留10日。

4月19日上午11时，邵阳武冈市安乐派出

所接到群众反映， 法相岩办事处新泽村唐家
岭公路边有一辆货车的货厢内有不明物体
燃烧，排出刺鼻气味和浓烟。针对此情况，武
冈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邵阳市生态环境局
武冈分局、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
队、市交警大队、法相岩办事处等部门赶赴

现场调查。
经调查， 稠树塘镇神仙村居民周民海

私自将货车进行非法改装， 在改装车厢内
加工焚烧废旧铝制品，企图通过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各部门迅速处置，消
除了环境、安全隐患，并对该车辆及货物进
行扣押。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武冈分局依法对该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侦查，依据《环保法》等
相关条款规定， 公安机关对周民海给予行政
拘留10日的处罚。

蒸菜产业升级
4月18日， 浏阳市

蒸浏记蒸菜文化有限公
司中央厨房， 工人在打
包手撕鱼。 该公司通过
由中央厨房掌控、 全程
冷链配送的标准化产品
生产体系， 建立了零厨
师、零服务、零采购、零
油烟、零明火的“五零”
餐厅， 率先实现了浏阳
蒸菜标准化生产。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王文 摄影报道

荨荨（上接1版①）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龙芯中科在后续主板

方案上将国科微作为首选国产固态硬盘供应
商，国科微则在后续芯片产品中将龙芯中科作
为嵌入式CPU� IP核首选供应商。 业内人士介

绍，存储作为海量数据的存放与释放窗口，实现
存储控制芯片和存储器的国产化，是我国国家
信息安全战略得以推进的重要保障。此外，国产
化也将极大地降低我国IT设备的进口成本。

据悉，国科微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长

沙经开区， 是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集成电
路设计企业、 首家获得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注资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 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成电
路设计企业之一。

荨荨（紧接1版②）农业农村部此次确认的10个
超级稻新品种，其中5个为湖南选育，包括隆
平高科种业科学院主持选育的“隆两优1308”

“隆两优1377”“隆两优1212” 和“晶两优
1212”，另外一个是创世纪种业选育的“Y两优

957”。 湖南超级稻选育水平继续居全国领先
地位。

目前， 隆平高科共有10个主力品种被国
家确认为超级稻品种。隆平高科副总裁、杂交
水稻育种专家杨远柱介绍，此次新确认的4个

超级稻品种，集广适、优质、高产、高抗于一
体， 在长江流域一季稻百亩样方示范中亩产
量都达到780公斤以上，米质国优3级以上，将
为推动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确保粮食安
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品种支持。

改装货车内偷烧废铝制品
武冈一村民污染大气被行政拘留10日

成功穿越国内最复杂水下溶洞区

长沙地铁3号线湘江隧道贯通
国产盾构机水下施工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