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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长
沙首批高精尖人才领跑工程和
紧缺急需人才集聚工程专家评
审会在长沙举行， 由张尧学院
士、 陈晓红院士领衔的18人专
家团队， 对60名参评对象进行
集中评审。

据统计，2017年6月长沙人
才新政22条发布实施以来，长
沙先后引进培育各类人才20多
万人，认定ABCD类高层次人才
701人，柔性引进海外高端人才
184人，为近40万人次发放人才
奖补资金4.78亿元。

共有133人申报

首批高精尖人才和市级紧
缺急需人才申报工作于2018年
7月正式启动，共有133人申报。
共有79人进入实地考察环节，
60人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其中
申报高精尖的33人， 紧缺急需
的27人。

申报对象从教育背景来
看，具有博士学历或正高职称的
申报对象占比86%；从行业领域
来看，从事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以及生物医药领域工作的申报
对象占到57%。

从年龄结构来看，30-50
岁的申报对象占比82%。

个人奖励补贴高达200万元

长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高精尖人才方面，对新
引进的国际顶尖人才、国家级产
业领军人才、省市级产业领军人
才， 分别给予200万元、150万
元、100万元奖励补贴， 同时分
别按200、150、100平方米标准
以区域同期市场均价给予全额
购房补贴。

同时，采取“一事一议”方
式，通过股权投资与资金资助
结合，对产业领军人才及团队
可给予1000万元项目资助；对

长沙市产业发展有重大贡献、
能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
产业领军人才及团队，最高可
给予1亿元项目资助。同时，还
享受长沙人才绿卡相关政策
待遇。

对于引才企业， 分类别按
每新引进一人分别给予200万
元、100万元、50万元奖励。

在市级紧缺急需人才方
面， 对入选市级紧缺急需人才
的，根据评审认定情况分别给予
50万元、30万元、15万元奖励补
贴。同时，还享受长沙人才绿卡
相关政策待遇。 对于引才企业，
每引进一人给予10万元的奖
励。

本次评审结果出炉后，建
议名单将报长沙市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审定，并将在主流媒体
公示，最终确定入选人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静雅 黄若蓝

[车次]
日常列车增开23对

长株潭城铁的运行图分为日
常图和基本图两种， 日常图在平
时开行，基本图在节假日开行。

据悉，调图后，日常列车开行
对数将由目前的46对增加到69
对，增长50%。其中长沙西至株洲
南共开行动车13对， 长沙西至湘
潭共开行12对， 长沙至株洲南和
湘潭各开行22对。

在此基础上， 基本运行图还
增加了7对长沙至长沙西的高峰
线， 使基本运行对数从目前的51
对增加到了76对。

[时间]
等车时间更短，路上耗时更少

记者发现，调图以后，长株潭
区间始发终到车次在途时间明显
缩短。其中长潭区间大多控制在37
分钟左右，长株区间大多控制在43
分钟左右，最长均不超过一小时。

同时， 平均发车间隔也比目
前压缩了30%上下。其中长沙至暮
云区间从21分钟缩到14分钟，株
潭地区从38分钟缩到27分钟，长
沙西段从48分钟缩到30分钟；长
沙站下行车次中，发车间隔为5分
钟的达13趟。

[停站]
三种停站模式

为了满足不同旅客、 不同车

站的出行需要，新的运行图依然采
取了大站停、跳站停与站站停结合
的运行模式。

长沙与株洲南、湘潭间各开行
22对短交路列车， 采用“大站快
车”的开行模式，停站基本以6个
主要客流站（长沙、先锋、板塘、湘
潭、大丰、田心东）为主，其他站基
本不停靠， 以压减全程运行时间。
以长沙与株洲南和湘潭区间为例，
调图后全程运行时间为45和40分
钟左右，比调图前运行时间压减了
5至10分钟时间。

长沙西与湘潭、株洲南之间共
开行25对长交路列车， 其中南段
主要采取“错站停”模式，西段主要
采用“站站停”模式。旨在重点解决
上述6个主要客流站以外的其他
车站的停靠，同时适当兼顾主要客
流站。

[公交化]
新开高峰线，贴近通勤需求

令人欣喜的是，长沙西段在实
行“站站停” 外还加开了高峰线。
“这是为了弥补长沙西北城区跨江
公交通道的不足，并进一步培育市
场。”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此次调图重点考虑了
通勤需求，优化了上下班高峰时期
开行的列车时间及停靠站点。比
如，为方便在湘潭、株洲工作的长
沙市民出行，每天安排了多趟动车
可在8时左右抵达湘潭、 株洲。城
铁每天运营时间调整为6时20分
至22时40分。

加车、调图，长株潭城铁逐步“公交化”
29日起增开23对列车，平均发车间隔压缩约30%，每天运营时间调整为6时20分至22时40分

去年10月底， 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
“铁路e卡通”， 目前每天通过手机扫码进出站的旅客已达到
两成左右。值得期待的是，下半年，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还
将分批增购10组左右四编组动车组， 并根据客流实际情况，
择机推出夏令图、暑运图、周末图等有针对性的特色图。

自2017年12月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开通以来，因时间安
排不够合理、换乘方式不便捷、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一度
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看到新的运行图和时刻表，家住长沙高桥、工作在湘潭岳
塘商贸城的周女士高兴得合不拢嘴。她告诉记者，以前的车次要
不太早，要不太晚，要不不停，“现在好了，树木岭与荷塘站之间，
上下班时间都有车次停靠，我早出晚归再也不用开私车、挤大巴
了！”“票价对日常通勤来说不太划算。” 在长沙五一大道工作的
王先生说，从长沙站到湘潭站一趟要20元，还是有点多。

备受关注的长株潭城铁车次将有大规模调整了！三湘都市
报记者4月26日从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获悉， 自4月29日零
时起， 长株潭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的运行图，6列新购的四编组
动车组日前全部就位。

届时，长株潭区间始发终到车次发车间隔和在途时间将同
步缩短，“公交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三市居
民出行将更加方便快捷。 ■记者 和婷婷

城铁还会“叫好不叫座”吗？

展望
下半年将增购动车组，并推特色图

长沙首批60名高精尖和紧缺急需人才工程接受专家评审

高精尖人才最高可享200万“安家费”

本报4月26日讯 今天，记
者从长沙市天心区获悉， 该区
已获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
新实验区，实验主题为“打造社
区15分钟生活服务圈”。在本次
获批的实验区名单中， 全国共
有31个城区入围， 包括湖南省
的长沙天心区和株洲天元区。

“社区15分钟生活服务圈”
会是怎样的蓝图？通俗来讲，就是
老百姓在慢行（即步行或骑自行
车）15分钟范围内，便可享受到全
覆盖、 全方位、 全开放的优质服
务。 记者了解到， 天心区近年来
大力实施民生造福发展战略，立
足建设红色党建圈、政务服务圈、
便民幸福圈、云端智慧圈、睦邻朋
友圈五大类型的生活服务圈。

“此次实验时间为两年，期
间将鼓励各街道、 社区突出工
作特色，打造品牌，为推进城市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提供生动实践和鲜活样板。”天
心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杨昱 通记员 莫坤

我省两城区获批
全国性实验区

本报 4月 26日讯 昨
日，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公布
了长沙市内五区 2019年 1
至3月农贸市场评比结果，
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
福区和雨花区各评比出一
个最佳农贸市场和一个最
差农贸市场， 有了这份榜
单，市民今后买菜就有更正
规的参照物。

今年1-3月，内五区最佳
农贸市场分别是金祚农贸市
场、和美农贸市场、锦园生鲜
市场、荷花池生鲜市场、跳马
便民生鲜农产品市场； 最差
农贸市场则是汽配城农贸市
场、铁道农贸市场、滨江农贸
市场、德雅村农贸市场、三湘
农贸市场。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农贸市场评比根据《长
沙市规范化农贸市场评分
标准》中的要求打分，评分
细化到米粉、湿面、豆制品
等冷链销售的温度、湿度以

及容器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快检室运行情况和阳性产
品的处置结果是否有记录
和留存； 是否配备公平秤
等。

同时， 该标准包括市场
方管理职责、 违法场外交易
和环境卫生、 规范经营以及
其他4个方面， 涉及机构设
置、 信息公开、 食品安全责
任、环境卫生、经营设施、部
门监管、快检室等14条细则，
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0
条。

此外， 该评比每三个月
开展一次， 对于被评比出来
的最差农贸市场， 市场监管
局将对市场开办方、 街道社
区负责人进行约谈， 督促整
改后再进行飞行检查， 并将
结果予以公示， 督促农贸市
场开办者以及场内食品经营
者主动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

■记者 黄亚苹

长沙哪里买菜最放心？
1-�3月最佳和最差农贸市场名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