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6日讯 今天，记
者从三湘风纪网获悉， 湖南
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宋伟杰
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
组织审查。

宋伟杰，男，汉族，1966
年2月出生， 湖南桃源县人，
在职经济学博士， 研究员级
高级经济师。1986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
工作， 曾任湖南省统计局农
调队干部、 省政府办公厅干
部，2001年10月至2017年2
月任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董事长，2017年
2月至今任湖南省水运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高冰捷 尹霜

本报7月6日讯记者从长沙
供水有限公司获悉，为保障供水水
质，该公司将进行尖山加压站水池
清洗工作，7月9日21:00至7月10
日7:00， 岳麓区东至雷锋西大道，

南至岳麓大道，西至三环线，北至
普瑞大道区域内将停水，临近区域
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好储
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谷家茹

“大桥鸡精”现面向全长沙
市民招募啦！ 邀请您到武汉品
尝汉派美食、 登黄鹤楼眺长江
美景。

活动招募时间：
7月8日 详细地址：长沙望

城步行街家润多广场
活动招募方法：在《我是大

赢家》 活动现场购买35元以上
大桥系列产品，参与现场抽奖，
即有机会获得品“大桥”味 登
黄鹤楼武汉免费双人一日游，每
场活动限3个名额。（仅限成人及
身体健康、 活动方便人士参与，
敬请理解。） 详情请届时到活动
现场咨询。凭本报纸前往活动现
场即可领取小礼品一份。

参观流程： 统一安排时间
在长沙高铁南站集合， 乘高铁

抵达武汉， 专车送往味好美武
汉公司， 参观味好美公司体验
馆，中餐在味好美公司享受“大
桥”美味，下午专车送往黄鹤楼
景区， 感受黄鹤楼上远眺长江
之壮丽，“晴川历历汉阳树，芳
草萋萋鹦鹉洲”之美景。团员晚

餐后专车送往武汉站乘高铁返
回长沙南站，自行安排交通，安
全回到温馨的家， 活动圆满结
束。

注： 本次活动全程不含任
何隐形消费。

经济信息

本报7月6日讯 今天， 湖南
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 湖南电气
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省工程学院
三方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组建湖
南首个电梯技术研发中心及校企
合作产学研基地。

据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志介绍， 该研发中心
正式启动后， 将实现高校在课程
建设、技术研发、社会培训、师资
交流等方面与企业的深层次合作
交流，双方将合作研发8米超高速
电梯、别墅节能高效电梯、浅底坑

电梯和“永不坠落”的电梯等行业
领先的产品。

据了解，目前，湖南市场上电
梯使用量约为15万台，并以每年2
万台的速度递增。其中，湖南生产
制造的电梯占有率不足10%。省
质监局特设处处长肖贝认为，此
次省内电梯领军企业和专业高校
的强强联合，将加快电梯设计、生
产、 安装和维护等领域人才的培
养， 有利于本土品牌抢占更多的
市场份额。

■记者 朱蓉

湖南娱乐频道《我是大赢家》劲爆福利来咯！
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一日游第三季开始招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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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离长沙河西
居民坐着城铁去株潭的目标又
近一步了。7月7日凌晨， 在长沙
市远大路湘江隧道进口，施工现
场灯火通明，在施工方中铁二十
五局一公司百余名施工人员配
合下， 长轨推送车将首对500米
长钢轨精准铺至轨枕上，这标志
着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站以西
铺轨正式启动，这是继6月1日主
体工程全部完成后又一标志性
节点。 城铁长沙站以西段预计8
月中旬铺轨全部完成，年底建成
通车运营。

“本次首铺最大的安全风险
点，是如何克服湘江隧道进口铺
轨起点处线路纵坡坡度达千分
之三十的技术难题。” 中铁二十
五局一公司长株潭项目总工何
凯东介绍。

据了解，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
站以西段为长沙站至湘江西站区
间，线路长约22公里，设开福寺、观
沙岭、八方山、谷山、尖山、麓谷、湘
江西7个站点。 线路经过被誉为城
铁施工“任督二脉”的16.6公里的

湘江隧道一座，3450米的长沙绕
城高速特大桥1座，1500米路基
段， 路基和桥梁均为有砟轨道，
隧道内为无砟轨道施工。针对隧
道起点处大坡度铺轨技术难题，
项目部通过长轨运输车尾部三
台东风4型机车启动状态下同时
刹车的阻力，拖住满载2700吨的
长轨运输车，成功解决了大坡度
对首铺带来的安全风险。

据悉，长株潭城铁长沙站以
西段设计时速达200公里/小时，
采用电力牵引，自动控制。现虽
已开通运营长沙站以南段，交通
辐射区较为狭窄，铁路运营能力
并未有效释放，城铁长沙站以西
段建成通车后，将极大地提升长
沙市望城区交通区位优势。根据
规划，城铁长沙站以西段将新建
一条联络线，经乌山接轨站接入
石长铁路，线路建成后将整体盘
活区域铁路网，放大铁路整体规
模效益，将来，乘坐长株潭城际
铁路动车可直达益阳、常德。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刘卓然 欧正清 周全

本报7月6日讯 为确保城
市环境安全，防止突发环境污
染事故及次生灾害的发生，7
月3日-4日， 长沙市环境监察
支队对市管企业开展全方位
检查， 重点检查应急预案制
定、措施保障落实、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等情况。市本级出动
执法人员共计50余人次，共检
单位35家， 其中1家危废未分
类、3家停产、1家搬迁、1家前
期查封已整改到位，其余均未
发现异常。

在天心区，经查发现长沙
电机厂危险废物储存房已整
改扩大，但车间油漆渣和废矿
物油未分类储存，执法人员责
令该公司立即规范分类储存；

暮云污水处理厂区7月1日洪
水淹至办公大楼台阶，为保证
安全暂时停产。

在长沙县，执法人员对黄
兴镇刘家老屋片区洪灾造成
一批原存放化学品空桶漂浮
在水面情况进行督查，并要求
原存放点工作人员尽快对水
面漂浮的桶全部进行打捞收
集、化学品空桶漂浮情况报长
沙市县两级应急办。

此外， 执法人员要求上述
企业严格按照一级防汛响应要
求，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安
排工作人员加强日常巡查频次，
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记者和婷婷 通讯员易丽平

长株潭城铁长沙站以西段开始铺轨
年底通车运营 未来城铁将与铁路接轨直达益阳、常德

近日，神州买买车推出了“玩
爆7月，千款新车0首付”的大型优
惠活动， 用户购买指定车型还会
获赠iPhone7、索尼PS4游戏机等
高档电子产品。

这一次的优惠活动持续时间
一个月，从7月1日零点至7月31日
24点。在活动期间，购买最新上线
的三款车型， 英朗2017款15N自
动豪华型、 威朗2017款三厢20T
双离合精英型、 昂科拉2017款
18T自动两驱都市精英型的用户，
皆会获赠iPhone7。

除此之外，朗逸、凌渡、科鲁
兹、 凯越等爆款车同样也有礼品
相送。其中，购买朗逸2017款1.6L
手动风尚版、 朗逸2017款1.6L手
动舒适版、 朗逸2017款230TSI�
DSG舒适版、凌渡2017款230TSI�
DSG风尚版的用户，即送索尼PS4�
游戏机； 购买雪佛兰科鲁兹2015
款1.5L�经典SE�MT、科鲁兹2015
款 1.5L经典SE�AT、 别克凯越

2015款1.5L自动经典型的用户，
即送小米电动滑板车。

这些车型都是市场上的爆款
车，新上线的英朗、威朗、昂科拉一
直稳居各城市销售排行榜前列。朗
逸、凌渡、科鲁兹、凯越等也一直是
热门车型。像大众朗逸不仅蝉联了
2017年一季度中国轿车销量排行
榜冠军，在5月的“神州买买车天猫
直播” 中， 短短4个小时间狂销
2018台，订单金额突破2.5亿元。

此次活动， 可在神州买买车
官网、天猫、汽车之家商城任一渠
道支付促销车型订金， 并在活动
期间内到神州买买车门店核销并
最终购车成功的用户， 就可以获
得上述相应礼品。

公开资料显示,神州买买车是
神州优车集团旗下的汽车电商平
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互联网
新零售模式销售爆款车，为用户提
供一站式的购车服务。 ■虢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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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买买车7月大优惠
购别克英朗爆款新车就送iPhone�7

防突发环境污染，长沙企业“大体检”

长沙岳麓区普瑞大道等区域将停水

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
党委书记
宋伟杰接受
组织审查校企合作，让电梯“永不坠落”

湖南首个产学研电梯技术研发中心成立

7月6日， 岳阳城陵矶
国际集装箱码头， 江海轮
“华光洋山” 号停靠装箱。
“华光洋山”号江海轮船长
114米、 排水量1.2万吨，
能装载612个标箱， 为目
前我省最大的集装箱运输
船舶。 湖南岳阳到浙江洋
山的大吨位船舶运输江海
直达服务， 为湖南进出口
企业搭建起一条更加快捷
的物流通道。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蒋海兵 摄影报道

最大集装箱
助力通江达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