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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城之程，交通先行。
2018年10月举行的长株潭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首届联席会议提出的
“三干一轨”交通融城，目前正在快马
加鞭，追赶工期。“三干”项目潭州大
道快速化改造（连塘路-莲坪大道
段）、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洞株路

（长沙段）城际公路快速化改扩建，预
计均能按计划完成年度建设目标，

“一轨”项目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
环线，力争2022年底完成建设。

排除万难向前冲
4 月 27 日，艳阳高照，长株潭一

体化发展的核心工程——“三干一
轨”正在火热建设中。记者来到潭州
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连塘路-莲坪
大道段”施工现场，只见挖掘机、压
路机等各类机械设备正有序作业，
一派繁忙。

记者发现，该项目全线围挡安
装了喷淋系统，另一边还有雾抛机

和洒水车同时作业，实现“蓝天施
工”。

作为潭州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
的第二段，“连塘路-莲坪大道段”全
长约 2.3 公里，路幅宽 75 米，去年 7
月开工建设来，目前已完成一期交
通疏解，累计完成工程投资约 4800
万元。

“因为是现有道路改扩建，存在
10KV 高压电力、中压燃气、次高压
燃气、自来水管、国防军缆等危险性
较大的管线，且各管线不能同步迁
改，对项目进度影响极大。”项目负
责人罗华平介绍，通过对项目全线
进行人工开挖探管，并安排专人值
守，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以确保施工
进度和安全生产。根据计划第二段
今年底将完成建设，第三段将根据
长株潭城际西环线的建设时序，适
时启动建设。

另一条主干线——长株潭城际
轨道交通西环线目前已基本完成工
程详勘、预备期交通疏解和管线迁
改、八个站点的绿化迁移等工作，巡
抚路站、学士路站、北黄区间正在进

行桩基施工，其余站点的主体施工
正全面展开。

“作为全线控制性节点工程，巡
抚路站现已开始基坑围护桩的施
工，计划年内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湖南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邓武介绍，得益
于良好的营商环境，目前项目涉及
的交警、城管、园林等相关手续均已
基本完成，满足现阶段施工需要。

奋力赶超迸活力
长沙市融城路与芙蓉南路交界

处，是正在施工的芙蓉大道。
27日14时30分许，记者随同项

目负责人王智爬上扎满钢筋的伊莱
克斯大道桥，桥面炙热，鞋底发烫。

现场机械轰鸣，一辆混凝土罐
车伸出长长的“手臂”，源源不断地
输送混凝土至桥面，工人正在现浇
箱梁混凝土作业。

“今晚估计要加班至凌晨才能
打完混凝土。”王智介绍，全桥长317
米，宽 24 米，共三联，已完成全桥下
部结构和两联现浇箱梁混凝土。芙

蓉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长沙段一期
工程为披塘路至环保路以南和南湖
路以北至长潭界，长 8.32 公里。其
中，沪昆铁路以南至长潭界采用一
级公路标准，主线设计速度为 80 公
里/小时，将大大缩短长沙至湘潭的
车程。

记者来到洞株路（长沙段）城际
公路快速化改扩建工程跳马桥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上跨桥上构
箱梁进行施工。

项目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其中
环保大道段设计速度为60公里/小时；
郊区公路段采用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建成后，长沙至株洲从
以前的45分钟缩短至27分钟。

“现在 1000 多名工人从早到晚
加大马力平行施工，确保 12 月底竣
工通车。”项目负责人祁东介绍，目
前全线 6 座主线上跨桥的桩基、承
台、墩柱等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正
在进行上部结构施工。

“未来城市的发展，区域一体化
是大势所趋和发展所需。”长沙市发
改委党委书记、主任夏文斌介绍，承
载着长株潭人民的共同夙愿，随着

“三干一轨”的通车可期，三市将首
先实现交通互融互通，接下来将在
经济、文化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共同
发力，真正迈入“半小时交通圈”和

“半小时生活圈”。

快马加鞭融城忙
——“三干一轨”加速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刘爱明 文石金

“工期虽受疫情影响，但计划10
月1日通车的时间不会变，项目部所
有人都铆足了干劲，追赶工期。”4月
28日下午，春光明媚，记者来到株洲
云龙示范区，在云龙大道（洞株路株
洲段）快速化改造项目建设工地上，
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建设方
工程主管廖斌告诉记者，2 月 18 日
复工以来，所有人加班加点，只为能
够按时通车，让市民早日享受便捷

的交通。
廖斌介绍，云龙大道（洞株路株

洲段）快速化改造项目去年 7 月 20
日开工，分为 6 个节点，包括老长株
地道节点、云海路桥节点、云霞大道
节点、玉龙路桥节点、道路及排水节
点和人行天桥节点，是长株潭一体
化“三干两轨”项目之一。全长 13.98
公里，南起株洲市北环线，北至洞株
路长株界，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
双向 6 车道，设计车速为 80 公里每
小时，将设置 2 座主线上跨桥梁、2
个地下工程和6处人行天桥。完成快

速化改造后，洞株路株洲段主线将
实现全程无信号灯，通行时间较原
来减少8分钟，成为推动长株两市互
联互通的重要交通动脉。

15 时 30 分许，记者来到玉龙路
桥节点处，施工人员顶着烈日，汗水
已打湿衣衫，远处不时传来机械轰鸣
声。项目部副经理张申武介绍，目前
项目跨线桥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正
在进行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有难度，一定要拿下。”在云海
路桥节点处，正在施工的舒畅春告诉
记者，他们从去年开工起就负责此处

跨线桥上下部构造施工，虽然被疫情
耽误1个月的工期，但无论如何都要
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工作。

舒畅春说，他所负责的工作将
在 6 月底完成。复工以来，舒畅春和
工人们都不舍得休息，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左右。在关键时间节点，经常
两班倒通宵作业。目前，云海路桥节
点上部桥梁已完成6.5联。

16 时 30 分许，记者从云海路桥
节点处驶往长沙方向，一路上看到
几处人行天桥桩基础已完成，两旁
拓宽的道路施工也在同步进行。

“不只是我们项目部，疫情防控
期间，株洲云龙示范区还派驻一名
联络员进行点对点服务。”张申武
说，正是大家齐心协力，才让项目在
短短两个月时间基本抢回被疫情耽
误的工期。截至 4月 28日，整个项目
的形象进度已完成70%。

铆足干劲赶工期
——云龙大道（洞株路株洲段）快速化改造项目现场见闻

湖南日报 4月 29日讯（记者 孟姣
燕）今天，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预
约旅游公告》，公布我省 4A 级及以上景
区、度假区预约方式，温馨提示广大游客
无预约不出行，积极营造文明出游、绿色
出行、健康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今年‘五一’假期是进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后的首个旅游小长假，发布

《预约旅游公告》既是建议，也是要求。
‘五一’假期，游客游湖南景区度假区，请
务必预约。”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
处长黄可介绍，目前公布的 4A 级及以上
景区、度假区有 117 家，预约方式包括景
区微信公众号、景区二维码、官网、第三
方平台和电话，预约方便。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 4月 27日发布公
告：从 5月 1日起，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
和桃花岭景区实行游客流量上限控制机
制，当游客流量达到景区日最大承载量
的30％时，采取限入措施。市民游客可关
注“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微信公众号
进行线上预约或现场扫码入园。

“麓山景区日最大承载量为 9 万人，
当游客流量达到 2.7 万人，采取限入措
施。”麓山景区负责人今天向记者表示，
当日线上预约若已达到 2.7万人，前来现
场的游客会被拒之门外，因此，呼吁游客
提前线上预约。

湖南省植物园今天发布提醒，自5月
1 日起，该园日接待游客量调整至 1.2 万
人，未预约的游客不得入园。游客可提前
一天通过省植物园官方网站、官方微信、
携程网免费预约门票，进园时出示二维
码，扫码入园。

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湖南将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
部关于做好 2020 年劳动节假期旅游景
区开放管理工作的通知》和《文化和旅游
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旅游景区
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
要求，坚持防控优先，积极推动文旅行业
普遍采取网络预约实名售票，加快建立
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相适应的文旅安全工
作机制。

“五一”游湖南，无预约不出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国内疫情逐步稳定，“五一”小长假
来临，不少消费者计划外出旅行。4月 29
日，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布消费提示，
从旅行、住宿、餐饮、购物等方面引导消
费者度过平安、愉快、健康的五一假期。

宜就近错峰出行
省消委提醒消费者，尽量选择省内

游、短途游、乡村游。眼下，适宜错峰出
行，选择人流量较少的景区、乡村出游。

选择省外游的消费者，一定要提前
对旅游目的地的疫情防控级别、管控措
施等做详细了解，提前做好规划。

尽量选择自驾游。如选择乘坐高铁、
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全程佩戴口
罩，做好防护。

尽量避免境外游。目前境外疫情形
势严峻，交通管制严格，建议消费者尽量
不要出境旅游，以保障自身安全。

住宿酒店有讲究
省消委建议，消费者提前通过酒店

官网或第三方正规网络交易平台预订酒
店，尽量选择安全标准较高、通风设施较
好、服务较完善的酒店。

消费者入住时，佩戴口罩，保持安全
距离；乘坐电梯时做好防护，尽量不用手
直接碰触电梯内设施。

建议消费者自带毛巾、水杯、拖鞋等
私人物品，也可在当地购买消毒酒精，对
接触物品进行消毒。

餐饮消费，避免聚集
省消委提醒消费者，选择店堂宽敞、干

净卫生、通风良好、设置有隔离位置的餐厅
就餐。

如果店内人员众多，尽量选择打包；
就餐时，使用“公筷公勺”，避免大量人员
聚餐。

点菜时，查看是否明码标价；结账
时，先看清账单、核对无误后再结账。

购物消费，多份理性
省消委秘书长吴卫表示，消费者购物

时，应尽量选择正规商场或第三方正规网络
交易平台选购商品，少在流动摊贩处购买。

消费者一定要保留好消费凭证、票
据、合同、链接记录等，理性消费，依法维
权。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可先行与
经营者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向
各级行政部门投诉或向各级消费者委员
会请求调解，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一”旅游，尽量就近错峰出行

黄勇：“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屈啸）全省“散乱污”企
业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长
沙召开。至2019年底，全省共完成提
升改造企业 487 户，整合搬迁企业
65 户，关停取缔企业 1563 户。今年
底，全省要全面完成整治任务。

按照《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部
署，到 2020 年要全面完成“散乱污”
企业整治。去年，省工信、发改、生态
环境、应急、市场监管五部门联合印
发了我省“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方
案，要求各市州人民政府依法依规
全面开展整治。

各市州组织各县市区对全省
“散乱污”企业进行了拉网式动态排
查，全面摸清底数，制定整治清单，
建立工作台账，按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整治。湘潭市建立按时办理销号
制度，张家界市实行分包责任制和
网格化管理制。结合“散乱污”企业
整治，相关省直部门开展了粘土砖

整治、取缔非法石灰土窑、“蓝天利
剑”、烟花爆竹和危化品“打非治
违”、砂石土矿和矿产资源违法违规
开采整治、河湖“清四乱”等一系列
专项行动。

省“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联席
会议召集人、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
说，我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淘汰落
后产能、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不
仅较好解决了制造业领域累积的矛
盾问题，传统制造业脱胎换骨，也为
新兴优势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

从调度情况看，全省“散乱污”
企业整治任务还很重，全省提升改
造和整合搬迁的完成率还分别只有
73%和 54%。为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整治任务，省生环委已将“散乱污”
企业整治工作列入对各市州和省直
单位的考核内容，将目标任务、工作
措施等细化为考核分值；省“散乱
污”企业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8 月将对市州整治情况开展督导调
研。

今年底全省全面完成
“散乱污”企业整治任务

漫画/徐铁军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名片】
黄勇，1991 年出生，中共党员。

曾在部队服役 5 年，2014 年进入湘潭
市岳塘区城管执法局环卫服务中心
工作，现任该中心渣土办副主任。他

带领团队扎实推进渣土管理，严防
渣土污染，2019 年全区渣土车违法
违规举报数量与处罚数量同比均下
降 4 成。

【故事】
在 家 人 眼 里 ，黄 勇 有 3 个

“王”——“鸽子王”“泥土王”“早起
王”。

“16 时报餐说回家吃饭，17 时就
说遇到紧急情况不回来了；吃饭时还
说不要加班，结果刚扒了两口饭就要
走……”对于黄勇屡“放鸽子”，母亲余
碧军“如数家珍”。

当了 5 年武警的黄勇，其实是个
言而有信的实在人，平常最讨厌别人

“放鸽子”。但他说：“工作嘛，要做就要
做好，这是军人本色。”4月26日，面对
记者的镜头，黄勇腼腆地一笑，露出两
排洁白的牙齿。

余碧军清晰地记得，去年冬天，下
晚班回家的黄勇刚躺下，就接到举报：
一辆渣土车从盘龙大观园往五大桥方
向经过，造成严重路面污染。此时已是
凌晨 1 时，外面寒风呼啸，气温低至
0℃。

黄勇怕影响母亲，轻轻从床上爬

起，准备出门。
“到哪去？才回来又出去？”原来，

母亲并未熟睡。
“又有急事，马上要走。”黄勇又一

次“放鸽子”。
调 监 控 ，扣 车 辆 ，联 系 渣 土 公

司……那天，黄勇和同事们一直忙到
清晨8时。看到被污染的8.3公里道路
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他才拖着疲惫的
身体离开。回到家，黄勇喝了一碗温暖
的姜汤，这是母亲专门为他准备的。

“泥土王”的称号是妻子曾嫔赐予
的。“以前，我觉得‘晴天一身泥，雨天
一身灰’是形容坑洼路面，后来发现，
形容他最合适。”曾嫔幽默地说。

“进屋前，他先要把身上的灰抖抖
干净。”曾嫔说，在家里，黄勇的衣服都
是单独洗，因为只要将衣服放进洗衣
机，水便像着了色一般，迅速变浑浊，
洗上2桶才能干净。

“衣领最脏，光靠洗衣机都不够
用，还得用手搓。”曾嫔说。

衣物为何如此难洗？黄勇解释，因
为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不是在
工地，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他觉得，
只有去现场，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全区 40 余个在建项目工地，

数十辆渣土车主要过境路段，他都烂
熟于心。他还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密
密麻麻记录着每天的巡查情况、存在
的问题、学到的经验等。他笑称，这可
是“宝典”，遇到类似问题，可在这里找
到解决方案。

对于“早起王”黄勇，家人直呼了
不起。虽然已经退役，黄勇仍保持着在
部队养成的好习惯，每天雷打不动 6
时起床。除了锻炼身体，他会早早到办
公室，关注工作群消息，列出需要处理
的问题清单，合理安排一天的工作。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才是年轻人该
有的样子！”黄勇说。

“除了家人眼里的 3个‘王’，在同
事眼里，他还有第 4 个‘王’——‘靠
谱王’。”黄勇的同事宋磊告诉记者，
值班时，他会主动申请值工作繁忙的
晚班。遇到突发事情，他也会不讲价
钱、不讲条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和他一起共事，踏实、安心！”宋磊
说。

黄勇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在
他与同事努力下，仅 2019 年，岳塘区
渣土车违法违规举报数量与处罚数量
同比均下降 4 成。“工作虽苦，但热爱
可抵岁月漫长。”黄勇说。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夏喜
衡 记者 黄婷婷）“想不到家乡还有这么
好的风景，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4月
29 日，雪峰山大花瑶旺溪瀑布景区正式
开园接客，迎来首批特殊的游客——隆
回县人民医院的 12 名援鄂医护人员，一
名护士游玩结束后高兴地说。

旺溪瀑布景区位于隆回县小沙江境
内，以花瑶村寨、沟壑奇石、高峡瀑布、深
潭幽谷、绿树翠竹等亮点吸引游客，共有
10 大景点、5 道瀑布，游客可以从回家湾
出发，途经梅山神、天露水、岩鹰岭等景
点，也可以选择乘坐玻璃滑道，直抵旺溪
大峡谷，感受瀑布群的原生态风情。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
黎明介绍，旺溪瀑布群是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是江南“青藏高原”雪峰山高山台地一

道亮丽的风景和锦绣潇湘的一张亮丽名
片。五道瀑布沿着旺溪大峡谷溯流而上，
自然分布，其落差、宽幅、气势各不相同。
该景区由雪峰山大花瑶旅游公司跨区域
开发，花费1年多时间打造。目前，游步道、
观景台、停车场、风雨桥、玻璃滑道等旅游
基础服务设施和景观配套设施建设已全
面完工，正式对游人开放。

根据雪峰山旅游发布的消息，旺溪
瀑布景区门票为58元/人。为感谢医护人
员为抗击疫情作出的贡献，景区将为隆
回县人民医院的12名援鄂医护人员发放
金卡，可终生免费游玩景区。旺溪瀑布景
区开园后，下一步将加快对雪峰山大花
瑶景区的跨区域开发，将雪峰山高山台
地打造成享誉世界的山地度假游胜地，
造福当地百姓。

雪峰山大花瑶旺溪瀑布景区开园

4月 27日，黄勇（右）与项目负
责人交流使用洗车平台注意事项。

彭婷 摄

湖南日报 4月 29日讯（记者 陈淦
璋）2020 湖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首届
汽车消费节（简称“2020湖南车展”）将于
30日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车展
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本届展会吸引
了 100 余个汽车品牌参展，参展车辆近
600台，展出面积6万平方米。

作为一年一度的车坛盛宴，本届车展
的品牌数量、首发新车、概念车、新能源车
等指标再创新高。参展品牌中，既有享誉世
界的知名豪车，也有家喻户晓的国际名牌，
更有“汽车湘军”强势出击。包括劳斯莱斯、
宾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
奔驰、宝马、奥迪、雷克萨斯、沃尔沃、进口
大众、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广汽丰田、一汽

丰田、广汽本田、广汽三菱、广汽菲克、东风
日产、启辰、比亚迪、吉利汽车、长安汽车等
主流汽车品牌已预订展位，不少品牌的展
位面积达到近千平方米。

同时，上汽大众全新帕萨特、全新
Jeep 指南者 PLUS 版、一汽丰田威尔法、
全新雪佛兰开拓者、广汽蔚来 HYCAN
007、广汽传祺GS8S、东风启辰启辰星等
一系列中部地区首秀车型，都将登陆本
届车展。

车展组委会提醒，本着对参展人员健
康高度负责的态度，进场所有人员均需实
名制登记。广大市民前往观展，请务必带上
身份证，只有证、票、人一致方可入场。进入
展馆后需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2020湖南车展今日开展
车展组委会提醒，看车展务必带上身份证

湖南日报 4月 29日讯（记者 陈淦
璋）2020 湖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首届
汽车消费节（简称“2020 湖南车展”），于
4月 30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
式，并持续至 5月 5日。今天，车展组委会
发布一系列交通指引，方便广大市民前
往车展看车买车。

车展组委会介绍，展馆周边有5000多
个停车位供市民停车。其中，广电大楼地下
停车位2000个、芒果停车场停车位1000
个允许观展车辆经三一大道北辅道、会展
路驶入停放；市民还可以将车辆停放至月
湖公园、鸭子铺等周边停车区域。

同时，有 10 多条公交线路可直达
2020 湖南车展。其中，广电中心（会展中
心）站有 136 路、158 路、216 路、501 路、
701 路、704 路、星沙 104 路经停；世界之
窗（靠近车展南广场）站有132路、222路、
915路、136路、158路、216路、501路、701
路、704路、星沙104路经停；世界之窗（冰
雪世界）站有358路、409路经停。

公安交警部门提示广大市民，为避免拥
堵，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观展，无关
社会车辆请绕道行驶，尽可能避开三一大道
四方坪至开元互通路段，可绕道人民路、福元
路、开元路、二环线、洪山路等道路通行。

2020湖南车展发布交通指引
展馆周边有5000多个停车位供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