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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才换绿，长沙福元路又在砍树？
开福区园林局：为渔业路隧道出入口“让行”
本报8月24日讯 麓山路
因修建地铁移栽香樟树见报
后， 今日又有市民致电本报反
映： 福元路上现也在对道路两
边的绿化植被大挖大砍，“这里
好像是去年才换的树”。
在车站北 路与 东 二环 之
间的福元西路上，记者看到，中
间隔离绿化带全进行了围挡，
停着几台挖掘机， 里面的泥土
全被翻了出来。 道路北边的人
行道上， 十几名园林工人正挖
着人行道上的树木， 一些比较
大的树已被挖出来， 根部用绳
子进行了围捆。园林工人表示，
“因为福元路要提质改造，才对

延伸

树木进行移植。”
开福区园林局绿化管理科
科长童建民表示，“渔业路延长
线的隧道要从福元路修建出入
口，与北二环连通，所以这块绿
化植被要进行移植。 所有审批
手续已通过。”
童建民还透露，“去年我们
对福元路进行了绿化改造，在
补种时，长沙城投来文件、区政
府也来了函说这里要连接渔业
路，所以这段路没有绿化改造，
一直等着这个工程。”挖出来的
树先移植到青竹湖培养， 等道
路工程完工后再种回来。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饶宁

渔业路可为芙蓉北路“减压”

福元路大桥通车以来，为城北过江的车辆提供了新选择。不过，
由于目前福元路大桥与河东相接的盛世路只修建到芙蓉北路以西，
车辆过江后沿盛世路往东只能转到芙蓉北路通行，无法继续直行。
渔业路及延伸工程分两期，一期从盛世路连到车站北路，计划
年底拉通；二期将从车站路延伸到东二环。渔业路建成后，从福元
路大桥下桥的车辆可以通过渔业路继续往东上环线， 从而解决福
元路大桥过江车流的疏散与分流，有效缓解芙蓉北路的交通压力。
由于渔业路要依次下穿芙蓉北路和京广铁路， 所以渔业路隧
道采用明挖、暗挖与盖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施工，是湖南目前跨度
最大的双连拱浅埋隧道。

天气

进入处暑，今明两天降温4~6℃
本报8月24日讯 送走了
三伏，迎来了“处暑”。宋人苏泂
的《长江二首》中有“处暑无三
日，新凉直万金”之句，直接写
出了酷暑过后， 对秋凉的感恩
之心。处暑到来后，省内气温也
会逐渐下降。省气象台预计，今
明两天， 省内有一次冷空气降
温过程，降温幅度4~6℃左右。
专家也提醒市民， 处暑时节更
要注意调节饮食科学养生。

处暑之后， 秋意渐浓，气
温也进入了显著变化阶段，不
再暑气逼人且适宜出游。据监
测 数据 统 计显 示，8月 19 日 至
23日，全省平均气温为25.5℃，
较历史同期偏低2℃。 预计本
周气温不高， 周内气温有起
伏，24日至25日， 全省有一次
冷空气降温过程， 降温幅度
4~6℃左右。
■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陆海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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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开福区福元西路，几名园林工人正在对人行道上的树木进行挖掘移植。

记者 丁鹏志 摄

长沙城区禁货范围又要扩大了
6区域2路段拟纳入禁货新范围
本报8月24日讯 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日获悉， 长沙市交
警支队正在对新的城区禁货范
围扩大实施方案进行最后的调
研论证， 方案拟定报市政府审
批同意后将立马付诸实施。
拟实行的具体措施：
1、每日 7:00-22:00 禁 止
中型 、 重 型载 货汽 车 在营 盘
路、京港澳高速辅道、浏阳河
围合 区域 通行 ， 均 含边 界道
路。其中人民路、远大路延 长
至星沙大道（红旗路）。
2、 每日7:00-22:00禁止
中型、重型载货汽车在新开铺
路（不含）、雀园路（不含东西两
端联通绕城高速段）、 中意一
路、湘府路围合区域通行。
3、每日7:00-22:00禁止中
型、 重型载货汽车在枫林路、麓
谷大道（临水路）、梅溪湖路（北）
（不含）、西二环围合区域通行。
4、每日7:00-22:00，芙蓉
路青竹湖大道路口至秀峰立交

连线

桥路段禁止中型、 重型载货汽
车； 福元路二环线桥至锦绣路
口路段禁止中型、 重型载货汽
车； 湘江大道新港码头至三汊
矶大桥路段禁止载货汽车。
5、 每日7:00-22:00禁止
载货汽车在浏阳河大道、 万家
丽路、湘府路、韶山路、东南二
环围合区域通行。
6、 每日7:00-22:00禁止
中型、重型载货汽车在湘府路、
万家丽路、时代阳光大道、绕城
高速、中意路（韶山路）围合区
域通行。
7、 每日7:00-22:00禁止
中型、重型载货汽车在湘府路、
浏阳河、机场高速、花侯路围合
区域（除机场高速主道外，均含
边界道路）通行。
8、 每日7:00-22:00禁止
载货汽车在花侯路的湘府路至
火焰路以及机场高速的京港澳
高速至红旗路路段南、 北辅道
通行。
■记者 黄娟

开元西路施工期间交通管制

本报8月24日讯 为确保
开元西路跨G4高速桥梁顶升施
工， 从8月29日零时至9月25日
24时止，实行半封闭施工,禁止
高度超过2.2m的机动车通行。施
工期间小型车辆可以通行。
公交临时改道， 时间为8
月29日至9月25日。
1、808路由特立路上特立
路桥，（左拐） 西霞路，（右拐）
开元西路接原线 ， 丢县 交 通
局、县公安局（西）站。
2、城乡公交2号线由开元
路（左拐）上星沙大道，（右拐）
三一路，（右拐）时中路，（左拐）
开元西路接原线，丢易初莲花、
县公安局、湘绣城站，增加经开

区、商业步行街、购物中心、星
沙文化公园、三一桥头、二手车
市场、中南物流园站。
3、101路由时中路（右拐）
上三一路，（左拐）板仓路接原
线，丢二手车市场、中南物流
园、筑梦园、湘绣城、县政务中
心站，增加三一桥头、星沙文
化公园、聚鑫市场站。
4、102区间线由开元西路
（左拐）上时中路，（左拐）三一
路，（右拐）天华路接原线，丢筑
梦园、湘绣城、县公安局、凉塘
路口、盼盼小学站，增加中南物
流园、二手车市场、三一桥头、
星沙文化公园、购物中心站。
■记者 黄娟

助学

洗心禅寺爱心助学
370余万元

本报8月24日讯 日前，洗
心禅寺慈善基金会开展的“万
名学子助学计划”2015年度助
学捐赠仪式在长沙洗心禅寺
举行。今年，共有934名湘籍贫
困应届大学生在该佛教慈善
项目中受惠，发放善款达373.6
万元。爱心企业加多宝集团党
委书记庞振国向洗心基金会
现场捐款40万元善款。
作为资助企业代表， 中国
凉茶领导品牌加多宝宣布出
资 40 万 元 认 捐 100 名 贫 困 学
子 。庞振 国表 示 ，是“加 多 宝·
学 子 情 ” 爱 心 助 学 行 动 与“万
名学子捐助计划”所具备的共
同的公益基因促成了本次认
捐行 动 ，“加多 宝·学 子 情 ” 爱
心助学行动由加多宝集团于
2001年发起， 截至2014年，已
明确统计的项目总资助金额
超过6000万元， 共帮助12175
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2015年
“加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
动也已接近尾声，加多宝集团
将继续出资1000万元，在全国
范围资助2000名贫困学子，帮
助他们圆梦大学。
■记者 肖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