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7日讯 湖南高
速建设史上跨市区最多的高速
项目———益娄高速将于12月底
建成通车。 记者今日从益娄高
速公司获悉， 该高速施工已进
入收尾阶段，通车后娄底、益阳
两地可高速直达，车程从2.5小
时缩至1小时左右。

益娄高速北起益阳桃江县
新屋冲， 与益阳绕城高速相
接； 南至娄底市双峰县檀树
冲，与潭邵高速相接。全线总
里程105.928公里， 设计时速
100公里。

记者今日提前驱车行驶益
娄高速， 见到施工人员正推着
一台划线机对崭新的沥青路面
进行标识标线划线。 道路的波
形防护栏、防眩板、隆声带等安
全工程均已完工。

益娄高速公司经理唐前
松介绍，益娄高速跨越益阳、
长沙、 湘潭、 娄底4市8个县
区， 是湖南高速建设史上跨
市区最多的高速项目；有6处
跨铁路（4处跨洛湛铁路，2处
跨沪昆高铁），3处跨高速公路
（益阳绕城、长韶娄、潭邵），是
湖南跨铁路、跨高速施工频率
最高的高速项目；全线共设11
个互通，是湖南高速互通最多
的单条高速。

由于施工组织和安全管理
难度极大， 益娄高速在我省率
先采用钢混组合梁跨线施工，
比传统施工方式更安全、快捷、
经济，加快了施工进度，减少了
施工对交通的影响。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雄 李爱民

今后可选益娄高速
前往益阳张家界等方向

益娄高速月底建成通车
后， 可极大减轻长益高速的交
通压力。高速部门提醒车主，在
即将到来的明年元旦小长假及
春运期间，从衡阳、湘潭等地往
湘西北方向的车辆可避开车流
较多的长益高速， 选择益娄高
速前往益阳、常德、张家界等方
向。

今年前11月， 全省高速公
路在建15条（段）共764公里。按
计划，月底还将有张桑、武靖、炎
汝高速剩余段等项目建成通车。

提醒

高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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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7日讯 伴随长株
潭城际铁路开福寺站即将投入使
用， 历经近四年的半封闭后，近
日， 长沙市开福寺路放开施工围
挡，恢复双向四车道通行，黄兴北
路片区“肠梗塞”破除。

对开福寺路的交通管制从
2014年1月开始， 原因是为确保
长株潭城际铁路开福寺站工程施
工顺利进行。近日，车站已完成包
括两个出入口在内的附属结构施
工及装修等， 即将在月底时伴随
长株潭城际铁路西延线开通而向
市民开通运营。

如今的开福寺路下方， 除了

东西向的长株潭城际铁路车站
外， 还有长沙地铁1号线车站，两
站十字交叉，城际车站在下、地铁
车站在上，采用通道换乘。

道路畅通后， 黄兴北路片区
内交通“肠梗塞”即告破除，片区
将迎来长足发展： 依托开福寺宗
教文化， 北起三一大道、 南至营
盘路的3.2公里片区将被打造成
中央文化商务区， 开福寺周边
100余亩地块将被整合成为集佛
教文化、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宗教文化旅游中心， 片区内
未来还将有长沙首条历史文化步
道贯穿。 ■记者 叶子君

本报12月17日讯 “用了不
到两年就拆除，挺可惜的。”这两
天，不少长沙市民反映，称有人正
在拆除芙蓉中路、 劳动西路交会
十字路口的渠化岛， 大家惋惜不
已。据了解，这是我省首个城市立
体绿化渠化岛，位于长沙侯家塘广
场立交桥下，于去年2月投入使用。

【动态】
渠化岛拆了三座
市民直呼可惜

今日下午2点，三湘都市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该十字路口西北、
西南、 东南三处位置的白色钢架
渠化岛已经被拆除， 仅剩下东北
角的钢架渠化岛。记者注意到，这
座渠化岛有20多平方米， 由白色
琴弦状钢架撑起， 将来往车辆隔
挡在岛外，增强了行人的安全感，
钢架上缠绕着绿色藤蔓， 周围还
摆放着花草， 不少行人和骑行电
动车的市民在交通渠化岛内等待
红绿灯。

“周六开始拆的，连夜拆了三
个。”在附近经营一家奶茶店的罗
女士说， 路口设置的渠化岛自去
年2月开始启用后，就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 过往市民既亲近了绿
色，又免去了夏季太阳暴晒之苦。
“使用不到2年就拆了， 怪可惜
的。”

现场一名施工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只
等晚上将现场拆解的钢架运走，
剩余的一座渠化岛会保留，“具体
施工单位，我不清楚，只晓得是要
建商场。”

【调查】
为地下项目“让路”
工期一年左右

三湘都市报记者多方打听后
得知， 是因为田汉大剧院地下空
间商业项目需要， 才临时拆除这

三座渠化岛。
“待项目竣工后，渠化岛将恢

复原貌。”上述商业项目施工单位
负责人刘勇军介绍， 田汉大剧院
地下空间项目位于劳动路与芙蓉
路交界处新北角和1号线侯家塘
站-南湖路站区间范围内， 总长
度89.2米，工期一年左右。刘勇军
说， 项目将占用劳动路田汉大剧
院路段半幅路面，届时，这三座渠
化岛因占用一定空间， 会影响车
辆通行。“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就
委托园林部门暂时拆除了三座，
另一座不会动。”

刘勇军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施
工单位在12月15日办理的道路
临时占用许可证。

【回应】
渠化岛是移动式结构
可重新组装

“因区域调整，渠化岛今年年
初就移交给了天心区。”雨花区园
林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侯
家塘渠化岛立体绿化全部采用组
装式构件， 包括栽植大型爬藤植
物的花箱、棚架、水生植物水池，
都是可移动式结构， 如遇城市改
造需拆除， 可以移动到其他地方
重新安装使用， 大大节约维护费
用。

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这
是我省首个城市立体绿化渠化
岛，也是雨花区“三年造绿”行动
项目之一。 其采用钢结构顶棚护
栏，“岛上” 一年四季都有绿色植
物，在不同季节，油麻藤、凌霄、金
银花等攀援覆盖在钢架上， 形成
绿荫棚，吸尘遮阳。渠化岛不仅实
施立体绿化，而且还首次引入“马
路湿地”理念，合理利用渠化岛封
闭区域建造简易水系， 种植水生
植物路易斯安那鸢尾，四季常绿，
既可以收集雨水滋养水生植物，
又能为道路降温、降噪。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本报12月17日讯 近日，
长沙市民政局发布了新版“长
沙市行政区划图”。在这份新版
地图上， 跳马镇并入了长沙市
雨花区，暮云街道、南托街道划
为了天心区的一部分。

据悉， 此次进行调整的跳
马镇、暮云街道、南托街道，正
是长沙对外形象展示的南大
门， 也是长株潭城市群承担国
家“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战略
任务的中心规划区， 调整以后
也能为长沙的城市建设带来更
多的机遇。

早在2015年，长沙市政府
为了落实城市发展规划、 推进
“两型” 试验和品质长沙建设，

将原长沙县的跳马镇和暮云街
道、 南托街道分别划入长沙市
雨花区和天心区。

为何要调整？ 记者从长沙
市民政局获悉， 跳马镇位于长
沙城东南方， 是一个城市化率
超过了50%的地区， 但却因为
没有纳入长沙市中心城区的范
围， 导致整个地区的规划建设
起点偏低，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滞后， 地区的优势没能充分
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对于雨花
区来说，建设用地越来越紧张，
很多重大产业项目难以落地，
如果能在东南方拓展一片区
域， 就能有效增加产业发展的
腹地和空间， 对整个地区的经

济发展、 服务转型都有很大裨
益。此外，暮云街道、南托街道
这两个街道原属于长沙县，一
开始叫“暮云镇”，2013年撤销
暮云镇， 设立暮云和南托两条
街道。和跳马镇类似，一直没有
纳入城市中心城区的这两条
街道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而当
地的生产生活却早已经融入
了城市，这就使得这次调整尤
为迫切。2015-2016年， 长沙
按照湖南省委、 省政府的部
署，积极开展乡镇区划调整改
革，优化行政区划结构，降低
行政管理成本， 提升服务效
能，在全市合并了20个乡镇。

■记者 杨昱

去年建成今年拆，渠化岛“白建了”？
回应：移动式结构 为地下项目“让路”，以后要挪回

渠化岛 城市交叉路口用于疏导行人、 非机
动车和机动车行驶方向的引导安全设施。 通过路
口的渠道化分隔分流，让行人、非机动车在等红灯
时站在渠化岛上面，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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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际铁路开福寺站开通在即
开福寺路恢复双向通行

益娄高速月底通车，两地车程缩至1小时
可选择益娄高速前往益阳、常德、张家界等方向

新版“长沙市行政区划图”发布
这些片区或成“明日之星”

城建蓝图

交通连线

▲为给地下项目“让路”，长沙侯家塘渠化岛被拆得还
剩下一座。

12月17日，长沙侯家塘渠化岛多处被拆除。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