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6日，改造一新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楼正
式恢复使用。 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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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记者到达T1
航站楼二层出发层，这里主
要办理值机、行李托运、安检
和登机等手续，不仅配置了
16个人工值机柜台，还有22
个自助值机柜台。

1-8号值机柜台在出
发厅北侧， 主要办理国航
系航空公司航班值机手续
（国航系航空公司主要有
国航、 山东航空、 深圳航
空、昆明航空、西藏航空）。
9-16号值机柜台在出发厅
南侧，主要办理奥凯航空、
成都航空、 幸福航空公司
航班值机手续。

在出发层正中间，为

1-7号安检通道，其中，1号
安检通道尤为不同。通过1
号安检通道， 旅客只需将
行李整齐放在一个行李托
盘内， 轻轻推入另一侧的
传输带上， 并不需要将笔
记本电脑单独拿出来安
检。这是全智能CT安检机，
比普通安检通道长， 外形
犹如工厂里的自动生产
线。 主要采用算法和三维
立体成像， 如发现行李异
常会自动报警。

目前， 黄花机场T1航
站楼仅有1号安检通道为
CT安检通道， 其余均为普
通安检通道。

本报5月16日讯 近日，岳阳市
湘阴县住建局对2家湘江河岸旁的
混凝土搅拌站下达停工整改通知
书， 对其造成洞庭湖生态环境污染
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生产废水、废气、噪音达不到
环保要求，砂石、水泥等生产原材料
未采用密闭料场或简仓堆放， 部分
原材料违法占用湘江沿线河滩堆
放，要求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对场站

进行拆除……” 为优化湘阴江河岸线
环境，该县住建局联合工信、环保、公
安、水利、城管、乡镇等部门单位，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按区域实施包干，责任
到人，采取“5+2”“8+X”模式，对湘滨
镇临资口、 新泉镇西林合创等处搅拌
站进行值班蹲守指导， 科学制定拆除
方案。截至目前，该2处搅拌站已全面
拆除。

■通讯员 李细贵

本报5月16日讯 省环保厅今
日发布全省4月份环境质量状况。
2018年4月， 全省大气环境质量基
本稳定，14个市州城市环境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9.3%， 全省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4月中旬， 受北方沙尘天气影
响， 全省出现了一次空气质量异常
变化过程。受此影响，本月全省市州
城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9.3% ， 同比下降 6.9个百分点 。
PM2.5平均浓度为38微克/立方米，

同比上升2.7%；PM10平均浓度为8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23.9%。按照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14个
市州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3位
城市（从第14名到第12名）依次是：长
沙、湘潭、株洲市；相对较好的前3位城
市（从第1名到第3名）依次是：张家界、
吉首和益阳市。

水环境质量方面，4月份， 全省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29个地级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 监测结果
水质达标率100%。 ■记者 和婷婷

本报5月16日讯 德国提尔曼·沃
特法先生巴考沉船出水文物捐赠仪
式今日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38件
造型丰富、 质量精美的陶瓷器将永
久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这是该馆
建馆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外捐赠。

沃特法于1996年在德国成立
水下考古探险打捞公司， 先后发现
并打捞了鹰潭号沉船、 明朝永乐年
间的巴考号沉船以及装满唐朝宝物
的“黑石号”沉船，同时，沃特法长期
与沿海国家合作， 致力于水下文化
遗产的考古发现与保护， 并通过出
水文物发现和利用的过程， 促进海
上丝绸之路各国间的文化交流。

本次沃特法先生共捐赠巴考沉
船出水陶瓷文物38件， 其中东南亚
陶瓷器23件、中国瓷器15件，有龙
泉窑青瓷刻卷草纹碗、 明代景德镇

酱釉香炉、景德镇青白釉印花碗、各类
东南亚青瓷罐等。

巴考沉船位于印度尼西亚卡里马
塔海峡西侧的巴考岛海域。据推测，该
船应该是从中国南部沿海出发的走私
商贸船，它途经泰国贸易，目的地可能
是爪哇（印度尼西亚）的港口。

依据船上大量的“永乐通宝”铜钱
和船身木材的碳14年代测定，最终确定
了该船年代是与郑和下西洋同时代的
15世纪早期。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是
明朝严厉的海禁时期，因此这艘商贸船
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这批珍贵的沉船
陶瓷器，大多制作精良、匠心独具，它们
不仅是明代初期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
见证物，也彰显了15世纪时期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之间深入的文化交流，对研究
“一带一路”相关课题有重大学术价值。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李叶

黄花机场T1航站楼阔别7年再迎客，乘飞机有哪些不一样

安检后可体验“书香”，登机无需摆渡

需要注意的是，即
日起，国航、深圳航空、
山东航空、成都航空、昆
明航空、奥凯航空、幸福
航空、 西藏航空的国内
业务将转至T1运行。也
就是说，旅客乘坐这8家
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
时，需在T1登机。

如果旅客走错了航
站楼也不必太着急，旅
客可在黄花机场T1、T2
航站楼之间快捷往来。

刘学业介绍，T1和
T2航站楼之间有3个通
道连接， 即机场大道高
架桥、 磁浮列车步行通
道、楼内的步行通道。车
辆往来只需4分钟，走隔
离区外的磁浮列车连廊
只需8分钟。还有专人驾
驶电瓶车往返T1与T2航
站楼之间， 为旅客提供
便捷的转场服务。

5月16日6点40分，当天的第一趟离港航班、从长
沙飞往天津的奥凯航空BK2736已成功从T1航站楼起
飞。阔别7年之久，长沙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楼经过改
造后正式恢复使用，重新迎客。这意味着，即日起，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进入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营时代。

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面貌、便捷的设备、舒适
的服务，让来往旅客赞不绝口。“7年不见，T1变得更
便捷、更漂亮，信息化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乘客陶浩
浩见到T1“新颜”，如是感慨。

■记者 和婷婷

T1航站楼的到达层设
有机场巴士售票点和巴士
乘车站点， 在到达层的出
口处设置了一个“包间”供
等候巴士的乘客休息，里
面不仅有空调、 电视、充
电、WiFi等设备，也有专业
服务人员引导候车、乘车。

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暖
心的小细节， 在到达层的
接人区域设置了多个USB
接口， 方便随时给手机充
电， 不会遇到没电联系不

上对方的情况。
此外， 需要接送旅客

的司机需要注意，T1航站
楼出发层共设置4条单行
道， 与T2航站楼一样，对
小型客车采取限时5分钟
的交通措施，一旦超时将
会抓拍处罚。如果无法在
5分钟内完成送客， 司机
可将车辆停放至T1航站
楼改造升级的停车场内，
入场后即停即走30分钟
（含）免费通行。

安检通过之后， 便进
入了宽敞明亮的候机区，
不少旅客在中国首个“书
香机场” 文化主题展区内
看书休息。

候机区设有3间母婴
室。走进母婴室，共里外两
间房，里间设有3个单独的
哺乳间， 外间的盥洗台上
摆有恒温冲奶器等母婴用
品。 男女卫生间也进行了
提质改造， 且男女卫生间
蹲位比例接近1:2，贴合旅
客需求。同时，航站楼内增
设吸烟区。

在楼内安检通道两侧
的“精准扶贫湖南名优特
色农产品展”也吸引了不

少旅客， 王新法扶贫茶
叶、步步高十八洞村山泉
水…… 70余种来自湖南
各个贫困乡县的特色农产
品在这里展示销售。 空港
实业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
步将持续对全省51个贫困
县精准扶贫产业的产品进
行线上线下同步展销，不
断助推脱贫攻坚。

令人欣喜的是，旅客
在T1登机，也无需再乘坐
摆渡车了。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副经
理刘学业介绍，T1航站楼
的10个机位均改为近机
位，旅客走廊桥就可直通
机舱。

过CT安检通道无需拿出笔记本电脑

增设3间母婴室，登机无需乘坐摆渡车

旅客等候巴士有“包间”

出发层

候机区

到达层

38件巴考沉船出水文物入藏省博

4月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下降

湘江河岸2处搅拌站被拆除
T1航站楼占地3.9万

平方米，投入使用后可日
均保障航班约110架次，
日均保障旅客人数约1.5
万人次，可满足年旅客吞
吐量 600万人次。T1、T2
同时运行可保障3100万
人次年旅客吞吐量，有效
解决黄花机场航站楼面
积、安检通道、近机位数
量不足的短板，保障能力
较改造前大幅提升。

提醒

T1�、T2往来
只需4分钟

数据

T1日均保障航班
约110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