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4日，319国道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段与牛沪路交会处， 新建成
通车的立交桥犹如一片巨大的苜蓿叶。该桥是浏阳市首座全互通立交桥。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圣景 摄影报道

浏阳首座全互通
立交桥建成通车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副省长
向力力到湖南日报社调研。 向力力
强调， 湖南日报社要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和特色， 自觉肩负起新的历史
使命，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集团发展全过
程，探索出“可复制”“可延续”“可推
广”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

向力力首先来到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参观了采编中心、全媒体
中心、在线演播室。随后，向力力还
走访了正在紧张施工的新湖南大
厦，并与湖南日报社的同志座谈。

向力力充分肯定了湖南日报社
近年来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他说，
湖南日报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最
早的文化单位和传播机构，在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新
时期，湖南日报不仅要继续担负起湖
南新闻舆论战线的“排头兵”和“领航
者”，还要为实施“文化强省”战略作出
新的贡献。 ■记者 余蓉 田甜 魏静

链接

日前，湖南省安委办下发《湖南
省2017年烟花爆竹经营整治工作方
案》，2017年我省将对烟花爆竹零售
点采取“两关闭”、“三严禁”措施。

其中，“两关闭” 是指关闭存在
“下店上宅”、“前店后宅” 等形式与
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的零售点； 关闭与人员密集场所和
重点建筑物安全距离不足、 集中连
片经营、在超市内销售、未按规定专
店销售的零售点。“三严禁” 则为严
禁销售超标、违禁、专业燃放类产品
或非法产品； 严禁在许可证载明的
经营场所外存放烟花爆竹； 严禁超
许可证载明限量存放烟花爆竹。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刘烨

本报3月24日讯 今天，由
绿色潇湘环保组织主办的
“2016-2017湖南省黑臭水体
民间监督参与论坛” 在长沙召
开，来自各地的环保人士为湖南
黑臭水体的治理工作出谋划策。

城市黑臭水体问题严重损
害了城市人居环境，不仅是当前
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城市水环
境问题之一，也是国家《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的重点内容。根据住
建和环保部联合推出的城市水
环境公众参与黑臭水体监督平

台的统计， 湖南的126条河流的
160个黑臭水体， 分布在十三个
市州，总长度约400多公里。

作为湖南本地的民间环保
公益组织，截至今年3月，绿色潇
湘共发动106位伙伴参与了湖南
各地黑臭水体的监督工作，在全
国水环境公众参与举报的有效
信息中，湖南仅次于北京，累计
达到471条； 目前湖南在榜公示
的160个黑臭水体中， 绿色潇湘
监督实地到位的就有130个。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丁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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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 株树桥水
库，是长沙的“第二水源地”，水
质多年来保持了《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Ⅱ类及以上标准。它的
优质原水如何得到保证？近百公
里的输水过程怎样确保安全?今
天， 在长沙水业集团举行的
“2017年‘世界水日’暨‘中国水
周’探秘之旅”活动中，近百名市
民代表走近株树桥水库，沿着输
水管线进行了一番探访。

记者获悉，6年多来， 该水
库已累计向长沙市供水6.5亿
吨！目前，该水库向长沙日均供
水44万吨， 承担了全市100余
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

【供水】
累计向长沙供水6.5亿吨

据了解， 长沙引水工程于
2005年开工建设，2010年实现
通水，引浏阳株树桥水库优质水
源进长沙，结束了湘江单一水源
的取水历史，提高了长沙市供水
安全度和市民饮水质量。

在株树桥水库， 引水工程
共有两个取水口，可以根据汛期
和枯水期采用不同的取水口。探
访中，记者在莲花寨计量站见到
了两根钻出隧洞的巨型引水管。
“这是钢管，直径2米，内外层全
部涂上了防腐涂料。” 现场有关
负责人表示，该涂料拿到了食品
卫生许可证，达到了输送原水的
标准，不会影响水质。

输水管线一路西行， 落差
达100米。为了防止管道中急剧
变化的压力行成“水锤”，破坏
管道， 引水工程在输水管线上
设置了调压井和排气阀， 可以
为管道“透气减压”，保障管网
稳定安全。 全线还设置了压力
测量、流量测量、水位测量、视
频监控等， 对全线运行参数实
施24小时监控， 确保输水管线
安全、高效运行。

长沙引水工程输水管线全

长98公里，一路奔腾后，株树桥
水库的水进入廖家祠堂水厂或
长沙市第五水厂， 再经过严格
的常规制水工艺， 才输入用户
家。“原来家里水龙头里的每一
滴水，要经过这么多环节，凝聚
这么多人的汗水。”市民代表余
志鹏感慨地说。

据统计，从通水以来，该引
水工程输水管线已安全运行
2300余天，累计向长沙市供水
6.5亿吨。

【安全】
6年制止各类违法108起

98公里的输水管线， 有隧
洞、埋管，经过了山川、河流、农
田、道路……为了保护这条“生
命线” ， 长沙水业集团下属子公
司长沙引水及水质环境有限责
任公司设立了输水管线管理所。

据悉， 目前管理所有38名
员工，分三班倒，全年24小时值
守。每天，他们要负责98公里输
水管线的水量水压调度、 管线
巡查维护和抢修、 地方关系的
协调和宣传等工作。 其中两个
巡查队每天巡查的公里数就达
到了140公里，平均每年为 5.1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多。

但由于部分市民安全意识
淡薄，在管线保护范围内危及管
线运行安全的行为时有发生。据
统计，从2010年至2016年，长沙
引水公司共制止在管线保护范
围内的各类违法行为108起，包
括在管线上修路、地勘、修鱼塘、
建房、堆土、过重车、偷水等。

“维护供水‘生命线’，要靠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共
同努力。”长沙水业集团相关负
责人呼吁广大市民珍惜水源，
树立管线保护意识。 如发现危
害该引水工程设施安全的违法
行为， 可拨打24小时值班电话
0731-83658416举报。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萍

本报3月24日讯 今
天，记者从省减灾委获悉，
持续近三天的阴雨天，已
致我省部分地区发生洪涝
灾害。对此，副省长、省减
灾委主任谢建辉作出批
示， 要求民政部门迅速了
解灾害， 根据灾情启动相
应预案， 切实做好防灾减
灾工作， 实行一日一报灾
情和救灾情况。

据统计，3月21日起至
23日20时止， 我省部分地
区遭受的洪涝灾害已造成
株洲、湘潭、衡阳、益阳、娄
底等5市14个县市区17.3
万人受灾，1100余人紧急
转移安置；200余间房屋倒

塌，7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8.9千公顷，
其中绝收1.1千公顷；直接经
济损失7400余万元。

对于当前灾情， 省民政
厅厅长唐白玉召集有关人员
开了专题会议， 研究应对当
前洪涝灾情的措施办法，要
求从即日起提前启动救灾应
急值班值守制度， 加强与水
利、气象、国土资源、农业等有
关部门的协调沟通， 加强灾
害预测预警预报和灾情会商
报送，备足救灾款物，指导灾
区做好受灾困难人员转移安
置和生活救助工作， 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探访长沙“第二水源地”，近百市民走近浏阳株树桥水库

护卫供水“生命线”，发现违法快举报

廖家祠堂水厂供水大致范
围：星沙漓湘东路东四路以东，
人民东路到万家丽路以东和黄
花机场。

长沙市第五水厂供水大致
范围：北起青竹湖，南接五一大
道以北， 东至长沙武警指挥学
院、泉塘一片地区。

环保连线

我省黑臭水体约有400多公里
监督治理黑臭水体，百余环保人士齐行动

多日连阴雨，我省17.3万人受灾

本报3月24日讯 昨
天，2017年全省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会议在长沙召
开， 就今年全省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进行了部署。

今年，省减灾委办公室
将进一步协调好相关成员
单位会商核定灾情， 准确、
及时报送灾情；加强灾害预
测、预警、预报，切实做好避
险转移工作，防止群死群伤
现象发生；特别是对救灾资
金、物资分配、使用的监管，

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与会代表分组讨论了省

民政厅代拟的《中共湖南省
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涉及建立健全各级减灾委机
构职能、 加强基层灾害信息
员队伍建设、 提高灾后重建
补助标准、 加强减灾示范社
区创建管理、 加强应急救灾
设施设备保障等实际问题。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祝林书

应对

2017年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召开
加强预测预警，做好避险转移

近期湖南持续阴雨天
气，阴雨寡照对茶叶品质影
响较大。省气象台预计，26日
至28日白天有一段晴好天
气，将利于茶叶的萌芽采摘。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湘

西、 湘中以南阴天有小雨，其
他地区阴天间多云；26日天气
开始转好， 全省多云到晴天，
这样的晴好天气将维持到28
日白天。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张海燕

提醒

明起阴雨暂歇，久违的阳光要来了

这2类烟花爆竹
零售点将被关闭

向力力在湖南日报社调研
“把五大发展理念
贯穿发展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