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本报11月9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为配合市政管网配套设施建
设， 公司将进行家园路给水管
道接驳工作，11月13日23:00

至11月14日 7:00，长沙开福区
滨河南路（芙蓉北路至车站北
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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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11月9日讯 今天，2017知
识产权湘江峰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
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在峰
会上正式揭牌。据悉，该基金将重点
支持湖南轨道交通装备、 工程机械
两大产业， 助力开展海外专利布局
和知识产权运营。

湖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基金是由财政部、省财政厅、省知识
产权局共同出资7500万元人民币
发起设立，基金总规模6亿元。基金
投资领域为具有知识产权优势、拥
有高价值专利组合的高新技术企
业，重点专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
程机械及具有特色的细分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
今年2月，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此基金的运营权。

据华软资本管理集团总裁江鹏
程介绍，将采用投贷联动、债股结合
的模式，以降低投资风险，实现基金保
值增值，并帮助被投企业完善知识产
权布局。据悉，具体负责运营该基金的
湖南中技华软知识产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已在今年8月底登记注册完
成，落户于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

本报11月9日讯 长沙进
入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而小
燃煤不仅污染空气， 而且存在
安全隐患。今天上午，岳麓区咸
嘉湖城管执法中队联合咸嘉湖
街道城管办， 联合开展小燃煤
专项整治行动， 现场收缴并销
毁小煤炉25个。

“城区已禁止燃煤， 请使
用清洁能源！”上午11时10分，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润泽
园小区， 展开地毯式清查。在
一家光辉粉面店的一个昏暗
的地下室，3个小煤炉和一堆
藕煤就堆放在一边，执法人员
当即责令整改。咸嘉湖城管执
法中队指导员刘华茂告诉记
者， 这里以前一直是小燃煤使
用重灾区。

■记者 和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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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长沙市近期
重污染天气，长沙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从9月底至今，市政府已召开4
次专题调度会议，统一部署安
排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工作，
9日下午，第5次调度会议在市
政府召开。

据了解，前期，全市加大环
境执法巡查的工作力度， 加密
了巡查执法频次， 对环境违法
行为从重从严处罚。

从11月初以来， 长沙市环
境监察支队组织集中开展共3
次（共4天）大气污染防治督查
巡查。主要针对工业企业、监测
点位周边在建工地及道路扬

尘、餐饮油烟、垃圾秸秆焚烧等
污染防控督查巡查工作。 累计
出动巡查人员206人次，共检查
项目151个， 其中存在问题143
个，总问题占比94.70%，巡查检
查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均以市
环委会名义进行了交办， 要求
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各园区、各
区县（市）政府均组成了联合执
法队伍，全天候开展执法行动，
严惩大气环境违法行为。

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长
沙市2017年度大气（噪声）污染
防治实施方案》中的129个大气
（噪声）污染治理项目已完成项
目88个， 其余项目正在有序推
进。 ■记者 和婷婷

本报11月9日讯 坐游
船不用走湘江就能把湘江古
镇群逛个遍， 还能欣赏沿途
湿地美景。今天上午，长沙市
望城区大泊湖进水闸工地开
工， 老沩水河将在此与团头
湖水系连通。 根据规划，到
2019年， 大众垸将实现垸内
河湖水系连通， 并通过生态
修复，打造多个生态湿地，形
成垸内多支的河、湖、渠相互
连通的生态水网体系， 而通
过预留的水上旅游线路，届
时将能够坐船畅游。

今天清早， 望城区靖港
镇复胜村大泊湖进水闸处，
机械声轰鸣，数台挖掘机、挖
路机、卡车在此忙碌，这是大
众垸河湖水系连通项目中最
重要的老沩水到团头湖水系

连通工程，全长6.8公里，工程
完工后， 老沩水的水将流入
水位较低的团头湖， 并在工
程全线进行堤岸整治、 生态
湿地打造， 整个工程计划明
年4月前完工。大众垸隶属洞
庭湖区烂泥湖大圈， 是全省
11个确保垸之一。

望城区水利投办公室主
任龙文介绍，此次河湖连通工
程，主要是利用沩水水闸建成
后抬高新沩水水位的契机，实
现新沩水河向老沩水河补水，
同时， 借助大众垸内现有河、
湖、渠、沟、塘水面，通过疏通
垸内水系， 加固垸内堤防，改
造垸内水闸， 并通过生态修
复，打造多个生态湿地。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谢添
实习生 梅国飞 吴乐洋

本报11月9日讯 昨
晚11点08分， 当最后一管
混凝土浇筑到长沙地铁4
号线湖南大学站顶部时，
守候在此的工人们发出了
欢呼声。历经两年建设，湖
南大学地铁站在今日实现
封顶， 这也是未来离岳麓
山景区最近的车站。 按照
计划，地铁4号线将在明年
底开通试运营。

长沙地铁4号线湖南
大学站位于岳麓区麓山路
与牌楼路口，217米长、22
米宽，地下共有两层。车站
从2016年初开始正式启动
施工， 由于处在岳麓山山
脉上， 车站范围内岩石强
度高，光是形成围护结构，
就花掉了1年的工期。

指着还没来得及运走

的两块近腰高红色岩石，施
工单位中建四局项目总工蒋
蕤介绍， 从车站底部爆破出
的这些岩石强度是普通石头
强度的两到三倍， 在尝试三
个月仍不见成效后， 项目部
终于决定引进一台德国双轮
铣进行施工， 最终将工期压
缩在了一年内。

到主体开挖时， 位于湖
南大学校园内的车站离湖大
体育馆最近只有7.5米， 为了
控制爆破产生的震动、 尽力
保证周边居民和师生的正常
工作， 车站最后采用微差浅
孔爆破的方式施工，“像愚公
移山一样， 每天爆破两次，每
次爆破一段。”历时两年、爆破
超过500次后，车站终于顺利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朱庆

本报11月9日讯 11月以
来，雾霾天气频繁造访长沙，从
昨晚11时起， 长沙启动重污染
天气蓝色预警， 同时启动Ⅳ级
响应措施。

本次污染有以下几个特
点：早晚高、白天低；城市周边
站点相对较高； 污染持续时间
较长。11�月 7�日晚， 长沙市出
现重度污染；11�月 8�日出现接
近 20�个小时重度污染，全天均
值为重度污染， 主要污染物为
PM2.5；9日继续维持重度污染
天气。

造成重污染天气的气象原
因是什么？今天上午，长沙市环
委会办公室举行重污染天气媒
体通气会， 围绕本轮雾霾天气
成因、特点及举措进行了介绍。

长沙市环境保护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程运林介绍，秋冬
季节是雾霾的高发期，尤其进
入10月份以来， 长沙久旱无

雨，本地污染积累较重；早晚
温差大，逆温现象明显，大气
混合层高度低，污染物被压缩
在狭小的空间内；此外，风速
小、扩散条件差等因素造成雾
霾持续停留。

本轮重污染天气的主要污
染源是什么？ 长沙市环境监测
中心副站长许雄飞介绍， 根据
监测，从全市范围来看，湖南中
医药大学、马坡岭、高新区、伍
家岭等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周边
空气质量指数相对较高， 主要
污染物是PM10，说明扬尘污染
比较严重， 其中伍家岭二氧化
氮浓度较高， 说明机动车尾气
污染较重。

许雄飞说， 根据长沙市环
境监测中心站和气象部门会商
结果。从明天到后天，随着冷空
气南下和弱降水共同影响，空
气质量将有所好转。

■记者 和婷婷

连续三天雾霾造访，8日持续长达20个小时 专家：久旱无雨，本地污染积累较重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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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防治，长沙在行动
129个污染治理项目已完成项目88个

望城区河湖连通工程开工
两年后大众垸内将水系连通，湿地成片

岩石超强度，周边师生多，爆破还得“微差浅孔”

地铁4号线湖南大学站主体封顶

11月9日，长沙地铁4号线湖南大学站主体工程顺利封顶。 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蒋蕤 摄

近年来， 湖南省装备制造业取
得长足发展， 工程机械制造和轨道
交通装备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
界的闪亮名片。然而，两大产业PCT
专利还偏少，与设计制造能力相比，
海外专利布局和知识产权运营水平
已经成为对接“一带一路”走出去的
短板。 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祥清介
绍，“建立这支运营基金标志着全省
知识产权运用进入新阶段。”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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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区开展小燃煤专项整治

连线

长沙开福区滨河南路沿线将停水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