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5日讯 今天上午7
时50分左右， 湘潭市公安局110接
到群众报警： 一艘运砂船的传送带
在湘江湘潭段插进湘潭铁路桥钢
架。事故导致沪昆铁路下行线（往昆
明方向）于上午8时30分封锁。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

受此影响， 途经列车将出现不
同程度晚点。列车晚点后，铁路部门
利用站车广播、电子显示屏等，及时
发布列车资讯， 并做好旅客引导服
务工作。

接警后，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
市长胡伟林高度重视， 立即对事故
调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和调度。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谈文胜，副市长
吴小月，副市长、公安局长戴德清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 成立事故现场应
急指挥部， 全力组织各方力量参与
应急处置工作，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排除险情，将损失降至最低，恢复铁
路通畅。目前，切割设备、救生设备
和浮吊、顶推轮、冲锋舟、海巡艇、航
道艇以及预备役民兵40余名、消防
官兵20余名、 海事人员30余名、公
安民警30余名、专业切割技术人员
20余名等应急力量已全部按预定
方案调集就位， 处置工作正按照专
家讨论确定的方案铺开。

经查，该船为湘益阳机5393空
自卸砂船，驾驶员为何某某。今晨，
何某某驾驶该船行驶至湘江湘潭铁
路桥时，因偏离航道，运砂船的传送
带插进铁路桥钢架，造成桥梁受损。
目前，该船船长、船员均已被控制。

■记者 曹辉 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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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12019247.64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3、排列 5��第 16015 期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9�9�4�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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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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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5日讯 今年
底， 市民可从长沙火车站或
锦泰广场坐长株潭城际铁路
到株洲和湘潭了。近日，与长
沙火车站一轨之隔的长株潭
城际铁路长沙站（以下简称
“城铁长沙站”）主体封顶，宣
告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段所
有12个车站主体全部完工，
使长株潭城际铁路距今年内
开通目标又近了一步。

城铁长沙站主体完工

今日上午10点， 城铁长
沙站， 站房外层还有脚手架
包围， 工人们正在空旷明亮
的站房里做装饰装修和机电
安装等施工。

城铁长沙站位于原长沙
火车站西侧锦泰广场， 为地
上两层，自2015年4月动工以
来，近日完成主体结构。

与长沙火车站的站房相
比， 城铁长沙站建筑面积接
近10万平方米， 两者大致相
当，不同的是，城铁长沙站候
车厅将采用更节能环保的保

温隔热屋面。
中建五局长株潭城际铁

路站房项目长沙站负责人皮
志权介绍，接下来的装修将是
站房施工的“高峰”，他们将投
入超过300名工人抓紧作业。

“乘客进入候车大厅买
票后， 可顺着一条50米长的
地下通道到站台候车。”皮志
权指着张贴在工地内的效果
图介绍， 长株潭城际铁路设
有三个站台供乘客候车，进
站通道尽头连接长沙火车
站， 乘客可由这条通道进出
两个车站。

“从城铁长沙站出来的
乘客走另一条通道， 出来即
可看见锦泰广场地铁站的3
号出入口。”皮志权说，一左
一右， 城铁长沙站站前广场
共有两个地铁出入口， 目前
站前广场正在拆迁中。

今年底通车湘潭和株洲

长株潭城际铁路在2010
年动工建设， 截至2015年12
月底已完成总投资超过7成，

接下来将进入站房装修和区间
铺轨施工。根据最新安排，城铁
长沙站至株洲、湘潭段将在今年
底建成通车，城铁长沙站至雷锋
大道段将在2017年建成。

雷锋大道站往西，一条长约
9公里的西延线也在建设中，西
延线新增望青路站、 尖山站、黄
金镇站三个车站， 也力争2017
年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城铁长沙站的这次封顶，也
宣告着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段
所有12个车站主体完工。

“雷锋大道站、市政府站、
滨江新城站、开福寺站的主体结
构已完成， 因要到2017年才通
车， 目前还没开始装修。” 据介
绍，中信新城站位于中信新城友
阿奥特莱斯北侧，正进行站房二
次结构施工， 楼扶梯也已施工。
暮云站位于暮云街道东南暮云
新村， 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站台雨棚施工中。生态动物园站
位于湖南长沙县暮云镇长沙市
生态动物园站南侧，处于装饰装
修阶段。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刘远贵 吕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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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在线强势杀入海外购
新年狂欢满 1000送 150瞄准小家电市场

自上月初国美在线与日本零售巨
头必客家美乐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海
外购首站“日本国家馆”正式上线后，
韩国馆、澳洲馆、欧美馆也相继登陆国
美在线。随着新春年货抢购季的到来，
国美在线也提前启动了年末最后一波

重磅促销， 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尽
购全球特色年货， 国美在线海外直采
模式不仅能保障商品是正品， 在价格
上也极具优势， 而用户担心的物流问
题，也能做到最快 3天送货上门，全面
保障用户在置办年货时获得更佳的购

物体验，实现“年货轻松购”。
未来，国美在线将开启韩国馆，澳

洲馆，德国馆等其他国家馆，继续发力
大家电、数码消费电子等品类，携更多
海淘好货服务消费者， 引领电商行业
的海外购领域新趋势。

fe牙膏“2016年微电影大赛”
招商海选活动正式启动

智能时代 东风标致 308S为你带来极智用车新体验

近日，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
司发布消息称， 为发掘高水平团
队和作品， 将在全国范围启动以
“相信科学·享受人生” 为主题的
fe 牙膏微电影大赛招商海选。 消
息一出，业界哗然。

据悉，江苏雪豹日化公司属高
新技术企业，与复旦大学“产学研”
合作，研发成功高科技“fe 生物酶
牙膏”，推动了牙膏的升级换代。 fe
牙膏的主角是“生物酶”， 为了 fe
生物溶菌酶活性因子充分发挥和
吸收，刷牙的新方法为先“干刷”后
“含漱”，开创了世界牙膏工业应用
天然生物技术的先河。

据了解，“fe 牙膏” 的机理和
核心技术是应用与人体淋巴和唾
液中相同的生物酶———fe 生物溶
菌复合酶， 革命性超越了传统牙
膏产品， 具有溶解有害菌细胞壁
以及修复受损组织的独特功效。

早在 2004 年 5 月，fe 溶菌
酶制剂就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
炬计划项目。 2015 年 9 月，fe 生
物酶牙膏作为行业内首个被认定
的高新技术产品；同年 12 月又获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为了宣传高新技术产品“fe
金典牙医牙膏”，雪豹日化公司发
起此次 fe 牙膏微电影大赛，要求
参赛的微电影故事情节与产品独
特的功效及科学的机理相结合，
以此彰显和强调“相信科学·享受
人生”的主题和理念。
fe牙膏微电影大赛注意事项：

1．雪豹日化公司为寻找“节
奏快、幽默、搞笑”的微电影作品，以
《聚会囧事》和《接吻技巧》的“剧本
梗概”为基础挑选十家入围。

2． 入围者即可获得 2 万元
启动资金；

3． 入围者将亲身体验免费
提供的“fe牙膏和 fe口喷”；

4．作品完成后，入围者派两
名代表参与雪豹日化公司公开投
票评选，评选出“一等奖”1名、“参
与奖”9名。

5．对于“一等奖”将出资 20
万至 50 万收购。

6．对于“参与奖”，将每家
另行支付 1万元以资鼓励。

大赛详情和剧本， 可登录 fe
牙膏官网 www.xb.cn 或雪豹官
网www.xuebao.com.cn

科技纵行的时代，“用户体验”是
衡量一个产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标准。
而在汽车领域， 东风标致 308S 更是
深谙用户体验之道， 单从被其命名为

“i-Cockpit 唯我座舱” 的驾驶舱来
看， 就不难发现这款紧凑运动型车的
独到之处。“i-Cockpit 唯我座舱”搭
载先进的科技配置， 采用贴心的设计
方式， 为驾乘者完美地诠释了极智的
乘驾体验。

现代社会，科技正在改变着生活，
为人们带来无所不在的舒适与便捷。
汽车领域自然也是如此。 东风标致
308S 搭载的 9.7 吋触控屏幕，首先在
尺寸上就给了用户一个惊喜，9.7 吋的
超大尺寸要比同级别其他车型的这一
配置大出好几圈， 且涵盖了多种行车
功能。“Blue-i”车载互联在线提供包

括出行路况、互联分享、安全保障等在
内的多重服务。 其强大的一键导航功
能，让寻找目的地这件事更加迅捷。值
得一提的是， 如果车主在路上发生意
外，308S 强大的 E-Call 功能将自动
与后台联系，提出服务请求，让您的用
车生活更加智能安全。

当然，东风标致 308S“唯我座舱”

便捷的体现还不仅如此， 灵动多功能
的方向盘、智能炫彩高位组合仪表盘，
以及照顾到乘驾过程中每一个细节的
贴心设计， 都体现了 308S 在用户体
验上的周全考虑。

东风标致 308S 中控台以驾驶员
为中心，采用 Driver-Centric 倾斜式
中控加整合一体化设计， 这样的设计
便于驾驶者读取信息和操作， 提供给
驾驶者最直观、最便捷、最智能的驾驶
体验。 而 308S 灵动小巧的真皮方向
盘，则将驾驶体验完美提升。

东风标致 308S 作为汽车科技的
引领者，不仅搭载前沿的科技配置，更
充分考虑到年轻人群用车过程的每一
个环节， 为用户带来了更加贴心的驾
驶体验， 可以说是紧凑运动车市场的
绝佳选择！

长株潭城铁长沙段所有车站封顶
长沙站至株洲、湘潭段今年底将建成通车

运砂船撞上湘潭铁路桥

沪昆铁路
往昆明方向封锁

交通连线

长株潭城际铁路连接
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市，共
设21个车站。 其中长沙境
内12个站分别为雷锋大道
站、 市政府站、 滨江新城
站、开福寺站、长沙站、树
木岭站、香樟路站、湘府路
站、汽车南站站、中信新城
站、 生态动物园站、 暮云
站；湘潭境内4个站为昭山
站、荷塘站、板塘站和湘潭
火车站站；株洲境内5个站
为白马垄站、时代站、云龙
站、 株洲火车站站和七斗
冲站。

长株潭城际铁路速度
目标值为200公里/小时，
开通后三市进入“半小时
通勤圈”。

打造长株潭
“半小时通勤圈”

规划

1月15日，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站，工人们在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 记者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