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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3日讯 从3月10日至
今，雨已断断续续下了十多天，长沙
的服装业表示很“受伤”。

阴雨不断，气温也一直上不来，
记者看到， 长沙不少人还穿着羽绒
服， 长沙金满地商业街很多店铺摆
放的也还是秋冬款。“往年三月份正
是顾客换夏装的时候， 但今年连续
的阴雨天气让我们的生意大受影
响。”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一家服
装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下雨天，顾客本来就很少出来
逛街。”金满地一家服装店老板同样
表示， 今年三月份营业额同比下降
了很多。

■记者 李成辉

本报3月23日讯 今天上午，省
政府召开消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回顾总结2016年工作， 研究部署
2017年全省消防工作。

2016年全省火灾形势整体平
稳，共发生火灾15091起，未发生重
大以上火灾事故。与上年同期相比，
火灾起数、亡人数、伤人数、直接经
济损失均下降。 电气是引发火灾的
主要原因。

今年， 全省将消防工作作为行
政绩效、安全生产、社会综治等考评
的重要内容， 将区域性火灾隐患整
治、“城中村”、“三合一”、 老旧小区
消防改造、 弱势群体消防安全服务
等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年内
将推动80%的乡镇（街道）消防安全
网格实现规范化管理。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乔梦平

3月23日， 长沙运达喜来
登酒店宣布将参加2017年“地
球一小时”活动，3月25日晚8:
30开始，喜来登酒店将与万豪
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近280酒店
一同熄灯一小时，与全球各地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起，以实
际行动彰显环保精神。

活动当日，喜来登酒店将
关闭酒店外部标牌照明，减弱
或关闭非必需的内部照明，在
餐厅与酒吧等有需要的公共
场所使用烛光照明，通过房内
电话语音留言和电视通告的
方式告知宾客酒店参加“地球

一小时”活动的信息等。喜来
登酒店还将在三楼赞吧·国际
餐厅举办晚宴及环保互动游
戏、多肉种植教学活动。

“地球一小时”活动每年
举行， 是一项旨在推动环保
意识的全球性运动。 万豪国
际集团环保可持续与供应商
多 元 化 副 总 裁 Denise�
Naguib说：“‘地球一小时’
其实反映了万豪国际集团全
年自始至终践行的一个理
念，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
须尽到自己的责任， 大家一
起努力就能创造不同。”

本报3月23日讯 今天
上午，在长沙市第六水厂，工
人们正抓紧施工。 记者从长
沙水业集团了解到， 该水厂
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 届时长沙城北18
万居民将用上来自浏阳株树
桥水库的优质自来水。此外，
长沙七水厂也正在建设中，
一期预计年内建成投入使
用。随着这2座新建水厂的加
入， 今年长沙城区水厂将增
至10座， 日供水设计能力达
255万吨。这意味着，在夏天
等用水高峰期， 长沙居民用
水将更有保障。

城北新添第六水厂
预计上半年建成运行

为了呼吁市民关注水资
源、 进一步了解身边的水安
全， 今天上午， 长沙水业集
团邀请部分市民代表参观了
长沙市第六水厂干管（湘江
路-中青路）给水管道建设工
程项目部和施工现场， 见证
标准化工地的建设工作。

长沙市第六水厂位于开
福区芙蓉北路与兴联路交会
处的西北角， 项目于2015年
12月开工。据介绍，六水厂一
期新建的原水管网长约8.1
公里，从栖凤路过浏阳河，再
到芙蓉路，穿过捞刀河，再到
兴联路， 施工历时一年。“等
这个水厂建成了， 我们就不
用担心停水了。”家住附近小
区的蒋女士满心期待着水厂
早日建成。

据长沙水业集团工作人
员介绍， 该水厂一期预计将
在今年上半年建成并通水运
行， 日供水设计能力为10万
吨，“将大幅度地提高长沙金
霞经济开发区、丁字镇、桥驿
镇及以上周边地区约18万居
民的用水质量和用水安全，
满足因城市发展而日益提高
的用水量要求。”

城南新添第七水厂
一期年底建成投产

另据了解， 位于长沙暮
云片区的长沙市第七水厂正
在建设中。该水厂位于107国

道与伊莱克斯大道交会处西南
侧，京广铁路以东，规划伊中路
以北， 取水泵房位于暮云街道
李家庙处，伊莱克斯大道北侧。
该水厂以湘江水为原水水质特
征和设计供水水质要求， 将采
用以快速混合、折板絮凝池、平
流沉淀、 均粒滤料气水反冲洗
滤池和叠合式清水池为特征的
工艺方案。 该水厂规划总日供
水设计能力为60万吨， 其中一
期为20万吨。

目前， 暮云区域内大多居
民仍在采用传统的自给自足取
水方式———自打水井， 水质无
法保障。暮云、跳马居民及企、
事业单位用水主要依靠长沙市
第三、八水厂供给，而中心城区
需水量呈逐年增加趋势， 无论
是水量还是水压均已无力负担
暮云片区、 跳马片区快速增长
的用水需求。 七水厂一期预计
今年年底建成并投产，届时，暮
云、 跳马等地数十万居民将喝
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城区水厂增至10座
高峰用水更有保障

长沙城区目前共有8座水
厂，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
八、廖家祠堂及望城区水厂，日
供水设计能力达225万吨，服务
全市中心城区约350万人。据了
解，这8座水厂中，廖家祠堂水
厂从株树桥水库取水； 五水厂
使用湘江和株树桥水库双水
源，可根据情况切换水源；其余
6座水厂均从湘江取水。

随着长沙城北的六水厂、
城南的七水厂一期项目建成投
入使用，届时，今年内长沙城区
水厂将达10座， 日供水设计能
力也将增至255万吨，“市民有望
不用再担心家里停水，即使是在
用水高峰期，当然因施工、意外因
素等导致的停水情况除外。”

并且， 更多市民将喝上更
优质的自来水。 据了解， 目前
二、 四水厂已实现深度处理，
三、 八水厂提质改造工程将于
今年内完成， 一水厂提质改造
工程正在进行中，未来两年内，
长沙市使用湘江水源的水厂将
全部实现深度处理， 全面实现
“同城同质”。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萍

本报3月23日讯 楼长，
我们并不陌生， 一般是些退
休阿姨或大爷担任， 主要为
本楼的居民服务。不过，县级
干部担任的楼长你见过吗？
为促进楼宇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日前，长沙市芙蓉区公布
了辖区内首批31栋重点楼宇
的“楼长”名单，31名县级干
部担任“楼长”，他们的主要
职责是为楼宇发展释困惑、
帮驻楼企业解难题。

银华大厦是31栋重点楼
宇之一， 由副区长黄金国担
任“楼长”。据银华酒店总经
理黄德君介绍， 该大厦建于
20年前， 当时并没有配备相
应数量的停车位，以至于“停
车难” 成为制约发展的一个
因素。但不久前，在新任“楼
长”黄金国的帮助下，该问题
很快就有了解决方案———新
建一个立体停车库。

芙蓉区目前拥有商务楼

宇217栋， 其中重点楼宇94
栋，入驻企业超过5000家。按
照规定，今后“楼长”要通过
走访、 调研、 现场办公等形
式， 及时了解重点楼宇和楼
内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还要
准确掌握和梳理其发展中存
在的困难问题。 能够现场解
决的要迅速落实； 能在区级
层面协调的， 要限时协调处
理；需要上级部门解决的，要
迅速上报并请求调度处理。

芙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芙蓉区楼宇经济税收贡献率
占到了60%以上，目前遭遇到
了发展瓶颈。“要破解这一瓶
颈，很重要的一点是提高现有
的楼宇入住率。 具体而言，我
们除了为重点楼宇提供一站
式、保姆式服务外，还加大对
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 比如
新建楼宇补贴、 老旧楼宇提
质改造补贴、楼宇配套服务补
贴等。” ■记者 李成辉

本报3月23日讯 三个
星期， 现场查纠交通违法四
万起。这是自2月底全省启动
集中打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百日会战”行动以来，长沙
交警支队开展违法整治的成
果。截止到3月21日，全市共
查处现场交通违法 3.99万
起，其中查获客车超员96起、
涉牌涉证违法4142起、 涉酒
涉毒驾驶504起（醉驾38起）、
非客运车辆违反规定载客

790起， 查处占道交通违法
16.74万起。目前已刑事立案10
起、行政拘留31人。

行动开展以来， 长沙交警
严抓公路客运车辆、旅游包车、
危化品运输车、校车、“营转非”
大客车及微型面包车等“六类
重点车辆”， 严查超员超速、疲
劳驾驶、涉牌涉证、酒驾毒驾、
违法载人、违法占道等“六类重
点违法”。

■记者 虢灿

长沙再添2水厂，高峰或不再停水
城北城南各添一座，城北18万人将用上株树桥水，长沙城区水厂今年增至10座

3月23日，长沙水业集团邀请40余名市民参观第六水厂干管（湘江路—中青路）给水管道建设工程项目部和施
工现场，共同见证标准化工地的建设工作。 记者 田超 摄

“百日会战”开展三周
长沙交警现场纠违四万起

31名县级干部当“楼长”
芙蓉区楼宇经济催生干部“下沉”，帮驻楼企业解困

喜来登“地球一小时”，点亮环保之心

老旧小区消防改造
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阴雨天不断
服装业“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