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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长沙南站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长沙磁悬浮工程即将正式开工建设。与地铁、轻轨
相比，磁悬浮究竟有何优势？是否安全环保？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湖南为何要建磁悬浮线

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项顺泉 李鑫

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又一次成为
首个“吃螃蟹”者。

5月16日， 高铁长沙南站至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的长沙磁悬浮工程正式
开工建设。这是我国第一条完全自主
研发的商业运营磁悬浮线，预计2016
年上半年投产运营。届时，乘客从长沙
南站至长沙黄花机场T2航站楼，仅需
10分钟。

消息传出，引发坊间热议。有百姓
对于“磁悬浮”这个“高大上”，却有些
神秘的项目，是“既期待，又怕受伤
害”。他们担忧，这会否只是一个花钱
的面子工程？记者为此走访了长沙磁
悬浮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和专家。

比地铁造价便宜一半，
没有尾气排放
中低速磁悬浮“性价比”高

磁悬浮列车是一种依靠磁力悬浮
在空中运行的列车。全球第一条磁悬
浮商运线是连接上海地铁2号线至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磁悬浮，最高运行
速度为每小时430公里。

根据4月30日省发改委发布的
《关于长沙磁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长沙磁悬浮车辆采用的是中
低速磁浮列车，设计最高运行时速为
120公里。

我国著名轨道电力牵引动力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介绍，磁悬
浮列车悬浮在轨道上方约0.8厘米，消
除了轮轨摩擦与冲击，与普通轮轨列

车相比，具有磨损小、噪声低、振动小
等特点。由于磁悬浮列车车体是“抱”在
轨道上运行，和路基一体化，因此绝对
不可能脱轨，安全系数高。此外，中低速
磁悬浮列车是没有尾气排放的交通系
统，靠电力运行，是无污染的绿色交通
工具。 中低速与高速磁悬浮车相比，最
为突出的优势是建设及运营成本低。

根据省发改委的《批复》，长沙磁
悬浮项目线路全长18.52公里。项目投
资估算总额为41.95亿元，技术经济指
标为每公里2.265亿元。

目前， 我国地铁造价为每公里
5-8亿元左右，轻轨为每公里2-3亿元
左右。相比之下，中低速磁悬浮“性价
比”极高。

另外， 由于长沙磁悬浮建设成本
相对较低， 其运营后的单程票价也将
会是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心理价位。
具体价格信息还需物价部门审核，并
进行听证。

此前，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曾发布过对长沙磁悬浮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告。根据公告，长沙磁
悬浮的辐射轻微，可以忽略不计；车厢
内电磁影响也小于电视、 电吹风等普
通家用电器对居室内的影响。

湖南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刘志仁
透露， 根据民航相关专家进行的评估
显示， 长沙磁悬浮项目对于长沙黄花
机场的空管雷达运行没有影响。

解决“最后一公里”，
高铁站成为机场候机楼
机场为中心建综合交通枢纽

2016年，旅客在长沙南站下高铁

后， 可在高铁站内完成行李托运和值
机手续， 然后乘坐磁悬浮列车直抵黄
花机场航站楼，过安检登机。

这是湖南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刘
志仁向记者描绘的美好愿景。 随着磁
悬浮项目的开工建设， 这个愿景即将
成为现实。

“当磁悬浮把高铁站与机场联通
以后，就解决了旅客最为困扰的‘最后
一公里’难题，”刘志仁说，高铁站未来
将成为黄花机场的城市候机楼， 旅客
在高铁站办理值机手续如同现在机场
的航站楼一样方便快捷。

刘志仁介绍，目前，湖南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通车里程跃居全国前列。此
外，长沙已有京广高铁通行，随着沪昆
高铁杭长段于今年开通， 长沙将成为
我国2条纵横最长高铁大动脉唯一汇
集的城市。在此背景下，构建以长沙机
场为中心的综合交通枢纽， 打造立体
交通网络必将提上日程。

刘友梅院士介绍，由于中低速磁
浮列车特别适用于城市客流中等的
快速延伸线，如市区与机场、郊区、产
业区、旅游景区等联系的专用快速线
路，因此必将成为未来城市交通系统
的重要选择之一，定会与铁路、轻轨、
地铁等构成更为合理的城市交通体
系。

根据我省规划， 长沙机场区域将
打造一个以“4921”为主要内容的综
合交通枢纽：4条轨道交通、9条快速
通道、2个交通中心、1个枢纽智能信
息系统。该枢纽将航空与公路、铁路、
地铁、 轻轨、 磁悬浮等多种交通方式

“无缝对接”， 必将提升湖南在全国的
交通枢纽地位。其中，磁悬浮是“4条

轨道交通”规划中首要的建设项目。
“通过磁悬浮这张名片，吸引更多

海外客商来湘投资兴业， 将交通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 这将成为湖南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刘志仁
说。

我国首条自主研发
磁悬浮线，技术全球领先

湖 南 科 技 强 省 形 象
将得到提升

根据省发改委的批复， 长沙磁悬
浮线在未来将使用我省南车株机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的中低速磁浮列车“追
风者”。

“追风者”于2012年1月诞生，目
前已在“运营仿真考核验证试验线”上
行驶了1.3万公里，其多项成果被鉴定
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也因此成
为世界仅有的4个掌握中低速磁悬浮
列车技术的国家。

刘友梅院士看来， 磁悬浮项目成
功运营后， 意味着南车株机公司掌握
了磁悬浮交通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
术， 建立了完整、 专业化的工程化体
系。 长沙磁悬浮项目作为全国第一条
自主研发磁悬浮线， 必将在行业内树
立极强的示范作用。

中低速磁浮交通产业作为高科
技、 高附加值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
将带动冶金、机电、信息、车辆制造、
建筑等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我
省交通装备产业做大做强，同时促进
城市的快速发展，提升湖南科技强省
的形象，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两型社会
发展。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王茜）
今天，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
炼红赴浏阳市就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进行调研。他强调，要补短
板、攻难点，实实在在地建成惠及
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社会。

易炼红考察了尔康制药、蓝
思科技新总部等企业和西北环
线、 北正南路旧城改造及浏阳大
道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
说，没有大规模、高质量的项目支
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永远只
是一句空话， 要始终坚持以项目
建设排座次、论英雄、定奖惩，以
只争朝夕的精神全力确保一个个
项目建设落到实处。

“全面小康社会应该让人民

群众拥有富裕殷实、舒适愉悦、更
有尊严的生活， 而不是仅仅停留
在数字层面。”易炼红强调，加快
推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要有更
科学的认识， 以更具针对性的举
措， 坚定不移地强力实施产业倍
增、收入倍加、城乡品质倍升，坚
定不移地下大力补短板、攻难点，
一手抓先进地区的率先突破和发
展， 一手抓欠发达地区的后发赶
超； 要提供更具有效性的保障，强
力推进项目建设，全面深化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切实加强各
级班子建设，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重大契机， 团结一心、
务实进取，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易炼红在浏阳调研时强调

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
全面小康社会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2014年科技活
动周今天正式启动。在第二届中
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
科普展厅，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
为一批省科普基地、优秀科普基

地授牌。据悉，活动周期间，已认
定的湖南科普基地免费向社会
公众开放。据悉 ,今年的科技活动
周以“科学生活创新圆梦”为主
题，全省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
科普活动。

（上接1版）
作风建设贵在知行合一、 学以致

用。如果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只重形式
不接地气，学习材料再多终究是纸上谈
兵；如果关起门来自弹自唱，搞自我感
觉良好的把戏，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就依旧会是一段“中梗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步路”终究会是原地踏步。

作风建设是触及灵魂的自我革
命，不出一身汗，红一红脸，闻不到一
点“辣味”，就难以找出产生问题的根
源，更遑论认真整改，立行立改就会是

一句空话。 用形式主义的做派反对形
式主义， 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形式主
义，就会让教育实践活动走形变味，搞
成一锅“夹生饭”。因此，不彻底祛除形
式主义这一沉疴顽疾， 便容易催生出
敷衍搪塞、弄虚作假的心理，就会产生
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即使问题摆在
眼前也看不到、识不透，即使花了很大
精力也可能搞形式、走过场。

“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做到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
业要实、做人要实，堂堂正正、光明磊

落，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
于解决问题，不搞‘假大空’。”这是各
级领导干部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
准则， 同样是推进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的有力思想武器。

形式主义是诸多不正之风的 “门
神”，是党一切工作的大敌，是横亘在
理论和实践、 党和群众之间的一堵无
形之“墙”。不拆除这堵“墙”，党的方针
政策就难以树立起公信力， 党员干部
说话办事就没有号召力， 各级党组织
就会缺少凝聚力。着力在“较真”上下

功夫，坚持见物见人，以群众满意为最
终评价标准， 是祛除形式主义沉疴顽
疾， 扎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走向深入
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省正处于加快科学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
阶段，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认
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把解决群众关
注的问题作为“风向标”，牢固树立问
题导向意识，让人民群众看到成果、享
受到实效，让群众对党组织“信得过”，
进而“跟着走”。

本报 5月 15日讯 （通讯员
段成钢 胡东焱 记者 刘文韬 ）5
月11日至12日，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徐明华在怀化就代表联系群
众工作平台建设进行调研。 他强
调，要积极搭建工作平台，健全运
行机制，完善评估体系，进一步密
切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中方县代表联系群众接待
室，徐明华仔细察看代表履职登
记档案， 询问代表接待群众情
况。在鹤城区锦溪社区、学林社
区，徐明华走进人大代表联系群
众工作室，询问代表联系群众工
作平台的形式、功能、运行、作用
等情况。

徐明华听取了怀化加强代表
联系群众平台建设情况汇报。他

强调，要积极搭建工作平台，按照
方便联系、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
利用并整合现有资源， 建立起代
表联系群众的路径。 要健全运行
机制，以平台为基础，以制度为保
障， 核心是让代表能直接听到民
声、收集到民意，为代表参加大会
审议、提出议案建议作好准备。要
完善评估体系， 进一步增强代表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促进代表自
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市县两
级人大常委会及代表联络工作部
门要坚持党的领导， 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及时
总结实践经验，加强规范创新，提
高代表服务保障工作水平， 为代
表联系群众、依法履职搭建长效、
便捷、可持续的平台。

让代表能直接听到民声
徐明华在怀化调研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平台建设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天上午，我省荣获第五次全国自
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者启程赴京受
表彰。副省长盛茂林为他们送行。

获得“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
号的有： 湖南安信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主任会计师谭秋云， 湖南水
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家界
分公司负责人卓名跃， 益阳市衡
益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经理周尚
华， 常德市春华广告策划有限公
司负责人胡诗词， 娄底市新化康
复按摩医院创办人阳梦觉， 长沙
魔豆服饰有限公司个体户孙霞。

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熊慈明荣获“全国残联系统先进
工作者”称号。获得“全国助残先进
个人”的有：湘雅博爱康复医院院
长周江林， 张家界市地方税务局
副局长龚少雄， 长沙市开福区博
爱凤亭家园主任刘晓。荣获“全国
助残先进集体”有：长沙市远征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怀化市鹤城
区城中街道办事处。 被评为全国
“残疾人之家”的有：湖南颐而康保
健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强华
纸业有限公司、长沙市雨花区怡智
家园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
赴京受奖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
讯员 付良）今年5月15日是我国第21个

“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 我省各市
（州）、 县盐务管理局与卫生主管部门联
合开展了一系列防治碘缺乏病现场宣
传、咨询等系列活动，向广大公众普及防

治碘缺乏病的政策与知识， 动员全社会
积极参与碘缺乏病防治工作。 据悉 ,目
前，我省碘盐覆盖率达到99.74％，居全
国前列。“科学补碘， 保护智力正常发
育”，是今年“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的宣
传主题。

我省碘盐覆盖率居全国前列
“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活动启动

制图/杨滨瑞

瞄准女性客户群体

中信银行推出“幸福财富”品牌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徐娅）传统意义上的“男主
外、女主内”，女性更多扮演了家庭
财富实际管理人的角色。 今天，中
信银行长沙分行举行“幸福财富”
品牌发布会，在业内首次提出以女
性客户为主线，打造以家庭为核心
的产品体系和服务体系。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行长陆金
根表示，该行“幸福财富”品牌，将
依托中信集团全牌照优势， 围绕

家庭女主人打出“家庭”牌。即在
已有“两卡一金”（即香卡、幸福年
华卡和出国金融） 等特色产品的
基础上， 提供覆盖女性怀孕、分
娩、 孩子成长关爱和家族传承的
全方位家庭财富管理服务。 今天
发布会上， 该行与中信湘雅生殖
遗传专科医院签约， 就是中信集
团内部协同合作的手笔， 将为客
户推介干细胞移植、 脐带血储存
等高端医疗服务。

省科普基地免费向公众开放
科技活动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