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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洋关今时港，今月曾经照古人

城陵矶是长江三大名矶之一，襟江
带湖，形成长江天然的深水良港。

殷商时期，城陵矶就有港口活动迹
象。1899年，城陵矶开埠后，煤、油、盐、
米、茶、棉花等源源不断从这里转运，使岳
阳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商贸流通中心。
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几经起伏跌宕。

关房前，湖南省港务集团常务副总
经理、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尹显东在讲述历史——1899
年秋天，英国人委派税务司马士来到城
陵矶，勘察地形，绘制地图，看中了这里
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几个月后，岳州
宣布开埠。1901 年，3 座独特的西式关
房建筑完工。“这座老建筑就是3座关房
中仅存的‘上洋关’，之前也称岳州关，它
是湖南对外开放的首个窗口。当然，也
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湖南进行经济侵略的
第一个据点。”尹显东说，“抗日战争期
间，城陵矶港基本瘫痪。新中国成立后，
港口才显示生机。”

78 岁的聂志强在老港工作了一辈
子，“城陵矶近代开埠通商时只是一个较
原始的港埠，基本建设都没有。”他谈起过
去满是辛酸，“1954年城陵矶港的火灾、
水灾、冰灾，让百姓多年没喘过气来。”

由于港口基础设施差，装卸效率
低，船运公司一听说要靠港就头痛，船
要在这里等好几天。因为货运量不大，
人们称城陵矶港基本就是“白+黑”，即
运出大米，运进煤炭。

基础设施的落后和简陋，无法掩盖
城陵矶港重要的战略地位。1956年，城
陵矶港第一座正规化码头落成；1965年，
长航城陵矶港务局成立；1980年，城陵矶
港被国务院批准为长江沿线最早对外开
放的八大港口之一；1992年，该港 5000
吨级外贸码头投产。2002年，城陵矶改
制并入湖南泰格林纸集团，并更名为城陵
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并入诚通
集团旗下的中国纸业。由于经历太多，隶
属关系几经变化，城陵矶港虽一直在发展
但始终未能腾飞，港口功能发挥与其地位
极不相称。

2017 年 10 月 17 日，城陵矶新港区
收回港口 100%股权，城陵矶港重新回
归岳阳公共码头序列，踏上了新的转型
改革之路。

碧云江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尹显东曾在港口工作 20 多年。带
着老港情结，2017年 10月，他回到老港
挑起发展重担。他说：“我是从老港走
过来的，看到老港经历太多曲折，心里
急啊！港口运量大、运费低的优势，是
其他运输方式无法比拟的，城陵矶港完
全可以重振雄风！”

市场优先，管理为重，人才支撑！
全新运营机制与管理模式的推行，充分
挖掘了老港潜力。2019年，老港实现营
业收入突破2亿元，完成利润1500多万
元，成为湖南省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
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中转基地和商品

滚装汽车转运中心。
港口的蜕变让一批曾经离职的老

港人又回来了！杨智良 1980 年到城陵
矶港务局工作。三年前，他动员儿子从
武汉某港口企业回来工作。“我父亲是
老港口人，现在港口发展来势好，我希
望一家人能在一起。儿子已成家立业，
工作待遇不错，连年被评为先进员工。
现在有空我也带孙子来港口转转。”杨
智良说起儿孙，眼里满是光芒。像杨智
良这样一家三代奋斗港口的还有不少。

六十余载砥砺奋斗，老旧的城陵矶
港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前基本半瘫痪
的港口到肩挑手提背扛的小码头到半
自动化的大港口、从“白+黑”的小货运
到高尖端大物流的全新蜕变。

然而历经时代变迁，港内设备落
后，设施陈旧，大量货物露天堆存，污水
直排长江，粉尘污染大气。“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环保问题严重。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2018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长江湖南（岳阳）段，指示要“守护好
一江碧水”。为了响应总书记号召，省
委省政府对长江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
作出了“关停并转”的重大部署。2018
年底，湖南省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应运而
生，加快优化整合“一湖四水”港口资
源，实现全省港口、岸线资源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运营。随即，
省港务集团在城陵矶港投资 4.1 亿元，
启动了破解“扬尘”和“排污”两大环保
问题的提质改造项目。

去年 3月，城陵矶港拆除泊位 3个，
退还岸线300米，完成岸线复绿4277平
方米，并在同年6月正式动工建设，改建
铁路专用线 1.63 千米，对散货转运线、
堆存区进行全封闭改造。

4 月 25 日，城陵矶港环保项目竣工
和投产现场，只见天蓝、水清、岸绿，船
只迎来送往，港口高度自动化，运行井
然有序。随着开机警报拉响，码头前沿
桥式卸船机、皮带机徐徐启动，抓斗稳
稳下行至船舱，实现项目投产“第一
抓”。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赵
平，省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丛培模，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岳阳市
委副书记、城陵矶新港区党工委第一书
记陈爱林，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张美诚，岳阳市政府副市长杨昆等人现
场共同见证这历史性一刻。

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
碧水”殷殷嘱托的坚定回应，更是千古
名矶、百年老港的高光时刻。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历经百年沧桑变迁，使命引领复兴

航向。记者走进城陵矶港，扑面而来的
是一座大棚。从栈桥上俯瞰，它宛如一
颗巨型胶囊。湖南省港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国兵告诉记者，这是城陵
矶老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的主体工程，
总面积达 5.1 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首
个巨型“胶囊”型散货仓库大棚。

显而易见，“胶囊”最大的贡献是防
止了粉尘污染大气。“是的。”徐国兵说，

“它具有全封闭、设备新、工艺优、无污
染、装卸能力强、覆盖范围广的特点，使
用微动力除尘导料槽、全封闭式作业。
从卸船、转运、存储、出货，实行自动化
控制，能有效避免粉尘外溢。”

散货堆放，雨污水处理这道难题又
是如何解决的？“现在，难题不难了。”徐
国兵解说道，“我们铺设了一整套管网，
把所有作业面上的雨污水收集，集中处
理、雨污分流，再循环用于喷淋降尘和
绿化，这样，就实现了污水零排放，彻底
解决了老港直排江湖的难题。”

记者绕着港口走了一圈，见证改造
后的港口运行过程：货物来到码头后，
由码头前沿的3台桥式卸船机从船舶取
料，通过 1 号、2 号全封闭微振动皮带机
及1号、2号中转站将货物输送至“胶囊”
大棚中的 3 台堆取料机加高堆存；再由
堆取料机取料至皮带机，经 3 号、4 号转
运站后输送至装车机，进行专列装车发
运。专列通过岳阳北站连接京广铁路，
可输送铁矿石到省内外各大钢厂，煤炭
可辐射至鄂、赣、云、贵、川。“年吞吐能
力可达到 1000 万吨，辐射省内各大钢
厂及云贵川等地。”徐国兵说。

城陵矶老港和新港作为港口“一体

双翼”，另一翼发展如何？城陵矶新港
区党工委书记黄俊均介绍，“现在城陵
矶港主要公用码头分为老港和新港两
部分，老港主要经营散货、件杂货，新港
主要经营集装箱。当前我们正强力推
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将着力打造实施长
江经济带战略的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接点，将擘画出岳阳
的一极蓝图。”

城陵矶新港区作为湖南对外开放桥
头堡、通江达海增长极，自 2009 年设立
来，通过建设大港口、促进大物流、培育大
产业、推动大开放，从2011年至2016年
短短5年时间，新港区建成运营“一区一
港四口岸”，成为中部地区唯一拥有6个
国家级开放平台的开发区，成功融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今，一座现代新
港、产业新区已然崛起，正加速融入长江、
走向世界。“一体双翼”正带着湖南开放使
命在高质量发展中冲刺。

风雨砥砺，岁月如歌，风物长宜放眼
量。长江岸线，11.9公里风景美如画；高
新园区，千亿电子信息产业正加速集群；
产城融合，一流生态环境催生八方活力。

碧空如洗，那是一场春潮促生的绿
意无边；汽笛声声，那是追梦一往无前
的集结号角；江水悠悠，那是激荡跳跃
的奋斗之涛；桥吊巍巍，那是担当自信
的挺拔脊梁。今日的城陵矶港云帆高
挂、破浪前行，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绿色
发展的双引擎，牵引着湖南的开放型经
济一路向前、迈向世界。

百年名港的高光时刻
——写在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竣工投产之际

徐亚平 马如兰 陈 煜 欧阳桥喜

滚滚长江东逝水。岳阳城陵矶客运码头东南侧，清
光绪二十七年修建的关房矗立在江边山包上，沉静肃穆，
深情注视着港口的前世今生。

大石激水，涛声依旧。4月25日，历久弥新的百年名

港迎来高光时刻——城陵矶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正式竣
工运行。这是时代变迁的重要标志，伴随开放号角的吹
响、港口发展的兴起，成立于2009年的城陵矶新港区，历
经十年栉风沐雨，通过十年接续奋斗，已实现破茧成蝶，
一座现代化园林景观式港口正屹立于世人面前，一个开
放、创新、绿色的新港区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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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正在违法倒
车，请速处理……”4 月 27 日，省高警局
湘西支队凤凰大队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
现，在包茂高速凤凰互通处，驾驶人未注
意沿线标志标牌，错过匝道口后违法倒
车。路面巡逻民警迅速找到该车，将其
引导至安全地点停车检查。驾驶人徐某
因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被处
以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
降级。

疫情渐退，全省路面交通流量回升，
湖南公安交警部门以整治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为抓手，严格排查“人、车、路、企、
政”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强化交通事故风
险管控。

从4月13日至7月21日，省高警局

开展全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
行动”，以公路客运、旅游包车、危化品运
输车、货运车辆、面包车5类车辆为重点，
从严整治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
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违法
倒车等10类突出违法行为，确保交通安
全形势平稳。

“开车追剧，还涉嫌疲劳驾驶……”
4 月 20 日，省高警局长沙支队星沙大队
民警在检查周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时发现，对方居然边开车边看电视剧，还
存在疲劳驾驶行为。周某因实施连续驾
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
以外的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
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驾车时
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等违法行为，被处
以罚款250元，驾驶证记8分。

疫情防控期间，湖南交警全力保障

应急运输车辆优先通行，服务好“米袋
子”“菜篮子”等生活物资运输，以及复工
复产生产物资运输。

省交警总队开辟“绿色通道”，对运送
防控物资和人员的车辆严格落实“三不一
优先”（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
和“通行证”通行措施，保证企业生产资料
和人员第一时间投入生产，共发出20批次
4762张“绿色通行证”，快速办理600多台
防疫物资运输车辆手续。

各级交管部门全力保障应急交通运输
车辆、农民工专车包车高效安全通行，累计
护航防疫及民生物资运输车辆17批次，牵
引护送831趟次，护送车辆3121台。

“感谢湖南交警鼎力相助！”2月18日，
17辆由贵州开往湖北的生活物资运输车辆
途经湖南境内，沿途湘西州、怀化、常德、益
阳、岳阳5地高速交警接力配合护送，保障

物资运输车辆快速、安全通行。2月19日
14时，车队在省高警局岳阳支队的护送下
驶入湖北，并与湖北高速交警咸宁大队完
成交接，300吨生活物资顺利送达。

“10分钟就完成，必须赞一个。”2月初，
湖南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特
意发朋友圈为长沙交警点赞。该公司需运
送消毒剂原材料及成品、酒精等物资，两台
货车在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理通行证
时，从申请到通过仅用了10分钟。

湖南交警还大力推行交管业务“网上
办、自助办、延期办”，25项交管业务可足不
出户网上办，保障群众疫情防控期间必要
驾车出行需求和交通运输需求。2月以来，
交警部门共设立应急窗口116个，应急办
理交管业务113笔，网上办理车驾管业务
34万次、处理交通违法129.7万起，电话解
答群众车驾管业务咨询18800次。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唐
亚新 通讯员 吴多拉）今天上午，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召开新闻通气会，
通报4月13日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整
治“百日行动”以来查处的部分重点
车辆违法情况及典型案例，并发布

“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
“百日行动”以来，湖南高速交

警共现场查处 10 类突出违法行为
6.6万余起，其中疲劳驾驶4319起、
违法停车1390起、货车不按规定车
道行驶286起。

针对“五一”假期出行人员车辆
增多、出行距离拉长等情况，湖南交
警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公路通行平
安有序：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五
一”期间全天24小时禁止在高速公
路通行（供应自来水生产用的液氯

运输车辆，燃油、天然气运输车辆0
时至 6 时禁止通行，其他时段不受
限制）；5月1日、3日和5日，全省将
开展夜查行动，强化对酒驾、醉驾等
重点违法行为的打击，紧盯“两客一
危一货一面”5 类重点车辆严查 10
类突出违法行为；5月1日上午车流
高峰时段，高速交警将在京港澳高
速杨梓冲枢纽互通北往南方向、李
家塘枢纽互通南往北方向等地实施
管制分流，保障环长沙流量饱和高
速公路基本畅通。

湖南交警提醒，“五一”假期全省
雨日较多，需防范局地雷雨大风、短
时降水等天气对行车的不利影响。
高速上发生轻微事故或车辆出现故
障，应将车辆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
然后立即拨打12122报警服务电话。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刘凯）昨天 10 时 58
分，一座重 828 吨、长 32.6 米、宽
12.6米的“巨无霸”箱梁在中铁十二
局集团承建的常益长铁路2标段成
功架设。这标志着常益长铁路首榀
箱梁架设成功，全线进入桥梁上部
结构施工。

箱梁是高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常益长铁路全长 157.502 公
里，其中正线桥梁80座、隧道9座，
桥隧比达83.94％。

汉寿制梁场承担了常益长铁路
2 标段 785 榀箱梁预制及架设任

务。该梁场对提梁、运梁、架梁等设
备进行了全过程检测，确保了首榀
箱梁架设安全。

常益长铁路全线设常德、汉寿
南、益阳南、宁乡西、长沙西共 5 个
车站，是我国规划的“八纵八横”中
渝厦通道、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线设计时速 350 公里，西接
黔张常铁路，东连长株潭城际铁路。

今年来，常益长铁路施工经受住
了疫情冲击，部分重大控制性桥梁在
春节期间持续施工，确保施工进度有
序推进。常益长铁路建成通车后，湖
南将实现“市市通高铁”目标。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姚云）湖南首家本土
航空公司红土航空宣布，自5月3日
起，新开长沙往返云南沧源、山东烟
台、内蒙古海拉尔、江苏无锡、青海
西宁、黑龙江哈尔滨6条航线，开通
张家界=长春、张家界=珠海、岳阳=
沈阳、岳阳=桂林等多条通航城市间
的首条直飞航线。

红土航空在湘新增航线覆盖华
东、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全国大部

分地区。新航线开通，在通航城市间
建起更为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推动文旅行业复苏。

红土航空2019年获得湖南财信
金控集团战略增资入股，完成工商更
名并迁址湖南。依托控股股东同程旅
游集团在互联网科技、流量及线上线
下旅游资源优势，以及湖南财信金控
集团在政策协调、金融赋能等方面的
战略支持，红土航空加快向“互联网+
精品航空”的目标迈进。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施泉
江 通讯员 颜雨彬 汪丹）“我志愿加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
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近日，
省消防救援总队举行授予消防救援衔暨

宣誓仪式，标志着我省面向社会招录的
289名新消防员正式加入国家消防救援
队。

此次招录的新消防员平均年龄 24
岁，是改革转隶后我省公开招录的首批

消防员。其中，186人是部队退役老兵，
132 人此前从事过专职消防员工作，39
人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经过一年
的淬火历练，他们完成培训，投身“火焰
蓝”行列。

授衔仪式后，289 名新消防员将
分别奔赴 14 个市州投入消防执勤工
作。

全力畅通交通运输“生命线”
——湖南公安交警“控疫情、防事故、保畅通、保安全”纪实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交警部门将重点整治
“五一”交通秩序

首榀箱梁架设完成
常益长铁路开始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加快向“互联网+精品航空”目标迈进

红土航空在湘新开多条航线

首批289名社招消防员入职

4 月 29 日，华
菱涟源钢铁有限公
司炼铁厂八号高
炉，炉前操作人员
正在出铁。 面对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华菱涟钢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生产经营，一季
度累计产钢244.17
万吨、铁 199.63 万
吨、商品材 232.81
万吨，实现工业总
产值89.2816亿元，
利税 11.34 亿元。

刘新山 摄

华菱涟钢生产经营
首季实现开门红

我省消防多举措
护航“五一”安全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施泉
江 通讯员 汪丹 颜雨彬）记者今天从
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该总队将通过
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等多项举
措 ，全 力 守 护 人 民 群 众 平 安 度“ 五
一”。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省各级消
防救援队伍将联合文旅、交通、商务等
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对旅游景点、商场
市场、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易
燃易爆、危化品等生产、销售单位的检
查力度，落实管控措施，及时消除不安
全因素。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坚持落实

“每日一查”制度，对检查发现的火灾
隐患坚决督促整改，对不具备消防安
全条件、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依法责
令停产停业。对橘子洲头、韶山、衡
山、武陵源景区等重要场所、区域，实
行“点面布防”、流动巡防、驻点值守，
加强特殊防范。

据悉，“五一”前夕，省消防救援总
队已针对宅家、出行及建筑工地三类
人群定制“消防安全云锦囊”，发动全
省 1 万余名消防志愿者发送消防资料
10 万余份，送出“消防安全云锦囊”上
万份，为我省“五一”消防安全打下坚
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