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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河西商务区平战结合人防工
程三条道路总长1800米， 地下开发面积
约5万平方米，计划投资7亿元。其中，车
站路和建设北路段的主体工程和人行道
提质改造工程已于去年年底完成， 现正
进行地下装修工程， 车站路段地下商城
将于国庆节正式投入使用。 韶山中路段
主体工程也已于今年6月19日开工建设，
预计10月上旬可恢复路面通车。 韶山中
路段通车后， 三条道路将统一铺设最后
一层细粒式改性沥青路面。

该工程的目标是，建成湘潭市委、市
政府的放心工程， 广大群众的满意工程
和全国一流的平战结合人防工程。 该工
程有三大亮点： 一是湘潭市第一个城片
区的城市主干道（车站路、韶山中路、建
设北路）全部实现人车分流，从根本上缓
解河西乃至整个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二是湘潭市第一个城片区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项目，推进集约节约用地；三是把平
战结合与成片旧城改造、 核心商务区发
展、人居环境优化紧密结合。

该工程可实现三大效益： 一是战备
效益。工程建成后，可使整个城市战时防
护面积和市民紧急疏散区域增加5万平
方米。 二是社会效益。 能有效缓解河西
旧城区乃至整个城区的交通“肠梗阻”，
彻底解决市民出行不方便、不安全问题。
从三条路（车站路、 韶山中路、 建设北
路）、三个广场（基建营、霖园天桥、大洋
百货）任何一点，市民都可通过地下过街
出行、逛店购物，不用再横穿马路，担惊
受怕。配合工程建设，同步拆除三条道路
上空的“蜘蛛网”（架空电线）， 重新规
划、 提质改造三条道路的人行道和三个
城市广场，拆除霖园天桥，提升基建营片
区城市功能、形象和品位。可为广大市民
提供高档出行、购物休闲、消暑避寒的地
下城市客厅和场所； 可提供近万个就业
岗位。三是经济效益。利用民间私人资本
投入城市市政建设，政府不需出一分钱，
即完成车站路、建设北路、韶山中路合围
路段的提质改造（管线入地并整合改造、
道路提质、 人行道及绿化提质改造等），
为政府节约投资9000多万元。此外，该工
程建设还可创造税收2亿元左右，投入使
用后每年可创税3000余万元， 并带动周
边商铺、土地和房产升值，促进河西核心
商务区的发展。

据投资开发商介绍， 湘潭的发展空
间和前景都很不错。 这个地下商场平台
投入运营后， 与其长期合作经营的众多
国内国际知名品牌商将云集湘潭。 这将
会带动湘潭尤其是基建营片区商业的发
展，形成“河西商业金三角”。

湘潭河西“金三角” 昔日旧城焕新颜
———湘潭市河西商务区平战结合人防工程（地下商城）顺利推进，建设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

湘潭河西城区韶山中路、建
设北路和车站路合围的三角形
区域，是湘潭市政府早已规划的
核心商务区。 该区域商铺林立，
湘运汽车中心站和城市公交总
站分设其中， 是整个城市区人
流、车流最集聚的区域，成为城
市交通的最大瓶颈。市民出行既
不方便也不安全，进而导致核心
商圈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心连
心、步步高等骨干商业企业也因
“商务区” 功能不全特别是交通
制约无法提升与扩张。

尽管湘潭市、 雨湖区两级政
府对这一片区的交通和市容环境
整治一直没有放松， 也投入了不
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湘
潭开展的整治“六乱”战役，使这
一片区的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发
生了可喜的变化， 但道路承载能
力有限，基础设施不太配套，交通
拥堵、市民出行不便不安全、商铺
经营环境不佳等问题仍未得到根
本解决。 加快这一区域的提质改
造，成为广大市民、代表、政协委
员呼吁多年的大事和难事。市委、
市政府经过两年的调研论证和慎
重决策，2011年6月14日湘潭市政
府第63次常务会议决定建设河西
商务区平战结合人防工程。 该工
程战时作为人员掩蔽和物资储
备、公众应急避难场所，平时作为
商业开发。

市政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
网上公开发布招商书， 在报名的
20多家单位（报名时需先预交1亿
元保障金）中选择了4家全国地下
空间开发建设人防工程实力最强
的公司进行实地考察， 并召集相
关部门和专家对4家公司的初步
设计方案进行评审。 通过公开评
审、投票的方式，最终选定两家好
评意见最集中的新疆石河子远大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柳州
市国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建设，并当场当众公布结果。这两
家公司的资金实力、施工组织、商
业运作能力等均居全国同行领先
水平， 在国内众多城市都有开发
地下空间、 参与国防和城市建设
的成功案例。 这两家公司合资成
立了湘潭远大置业有限公司，按
BOT模式全额投资建设湘潭市河
西商务区平战结合人防工程（地
下商城）。

该工程施工以来，投资
建设单位不惜增加投资成
本， 克服阴雨甚至暴雨天
气、 管网极为密集和复杂、
施工作业通道严重受阻、各
种矛盾集中等不利因素，严
格按照湘潭市委、市政府规
定的工期，高标准恢复了路
面通车。

整个施工过程中，湘潭
的天气情况均异于寻常：车
站路施工期间 ，120个有效
施工日内，仅34个晴天，70%
的时间是在连续阴雨甚至
暴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下施
工。 建设北路施工期间，虽
然天气有所好转，但其工程
量是车站路的3倍以上。而
秋冬季节白天短、 夜晚长，
且夜间气温不断降低，有时
甚至打霜结冰。韶山中路开
工以来，又是连续一个多月
38℃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投
资施工单位不讲任何价钱，

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采取有
效的防寒避暑等措施，坚持
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施工。

河西基建营片区是湘
潭市地下管线网最集中、最
复杂的区域， 埋有电信、移
动、联通等弱电管线以及城
市供水、排水、天然气、强电
等10多种管线，埋设年限较
久 ， 且埋设时缺乏统一规
划， 管线资料保存不全，管
线图纸与现状严重不符，致
使大型机械无法有效作业，
施工效率极端低下，严重影
响工程进度。其中大洋百货
在建设北路西侧采取顶管
方式自行埋设的一根高压
电缆， 图纸与现状严重不
符，虽经技术人员多次反复
现场勘查，但仍难以准确定
位管网位置。为不影响大洋
百货正常经营，施工单位不
得不重新铺设一条新的供
电线缆。

河西车站路、建设北路
和韶山中路合围路段，是整
个城区人流、车流和商贸最
集中的区域，在该区域封闭
道路施工，其他道路交通压
力明显增大，而施工路段又
只有两个广场作为唯一施
工通道出口，白天施工车辆
根本无法进出，只能夜间作
业，而附近居民对夜间作业
又颇有意见，严重影响工程
进度。特别是建设北路和韶
山中路采取大开挖、一次性
建成地下主体结构的施工
方式，500余米路段开挖和
道路回填双向运输的土方
量达15万立方， 加上8米深
的基坑支护和近3万立方的
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施工，
工程量是车站路一期的3倍
以上。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
严寒酷暑，施工单位都坚持
24小时三班倒作业，确保工
程严格按计划有序推进。

把河西人防工程建设成
取信于民、 造福于民的优质
工程，是湘潭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意图。按照这一意图，该
工程施工以来， 指挥部及相
关部门全方位做好群众工
作，营造了良好的施工环境。

在工程规划设计和功能
设施上，坚持以民为本。鉴于
车站路、 建设北路和韶山中
路三条道路的人行道太窄，
临街商铺周边空间较小等现
状，考虑商家经营发展需要，
指挥部组织专家对口部位置
及设计方案反复研究， 最终
确定采取通透式、 小体量的
设计方案； 对9条24小时人行
过街通道和三个广场出入
口，逐一实地勘查，根据各路
段人流量和市民出行习惯及
时调整位置， 并在广场设置
无障碍升降电梯， 在较大口
部设置扶梯14台。正是将维护
商家利益、 方便市民出行放

在首位， 从提升河西商务区
整体形象和品位出发， 人防
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一经公
布， 便赢得了广大市民和周
边商铺的理解和支持。

在工作宣传和群众服务
上，注重人文关怀。每条道路
开工前， 工程建设指挥部和
雨湖区政府都会印制几千份
告市民书， 组织专人上门发
送到工程所在区域的每家商
铺、每户居民和所有单位，并
在小区显眼部位张贴； 同时
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开设宣传
专栏， 将河西人防工程建设
情况、 通知公告及相关动态
信息及时进行集中发布，并
开通互动栏目， 及时回复网
民咨询、建议；专门设计系列
宣传图片， 利用施工围挡在
人流集中地段开辟宣传走
廊，将工程的基本概况、实施
目的和意义、 工程规划设计
理念及功能布局、建设周期、

工程实施前后对比图、 告市
民书、 交通组织方案等内容
向社会公布。 此举对引导舆
情，赢得广大市民、商铺理解
和支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

在施工现场管理上，坚
持文明施工、 规范施工。施
工过程中，坚持做到不在午
休时间、 深夜启用高杂音、
高噪音的施工机械；施工场
地及时洒水降尘，建筑垃圾
随有随扫，所有施工车辆进
出施工围挡全部清洗轮胎，
不带泥上路；明确专人对施
工围挡区照明和人行通道
安全进行巡查；地下密集复
杂的管线网尤其是水、 电、
气等管线一旦出现问题，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抢修，
克服一切困难，用最短时间
恢复管网通畅，将施工对周
边商铺、居民的影响降到最
低限度。

A 历时2年调研论证
择优选定投资商 攻艰克难，施工如同“心脏上做手术”B

以民为本，规范施工，营造良好环境C

建设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
实现三大效益D

眼下，在湘潭市河西商务区平战结合
人防工程（地下商城）韶山中路的工地上，
一大批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工程开挖
和路面提质改造。到10月上旬，这一路段
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恢复路面通车。

该人防工程位于湘潭市河西商务区
车站路、 建设北路和韶山中路三条道路
合围路段， 是国家批准立项的重大人防
工程，也是该市重要的惠民工程。其中，
车站路、 建设北路的主体工程已于去年
底完工。

在全市人流、车流和商贸最集中的区
域施工，无异于在钢丝上跳舞、在心脏上
做手术。为了河西商务区的发展和民生改
善，湘潭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施工单位
克服各种困难，确保了工程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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