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铁集团）了
解到，12月15日起，怀衡铁路、
娄邵铁路、衡柳铁路、京广高
铁、长株潭城际、石长铁路、广
深城际、广肇城际、广惠城际等
9条线路的车站将相继实施电
子客票， 广铁集团管内实施电
子客票的线路将扩大到18条。
此外，穗深、珠机、黔常等新线
在开通时将同步实施电子客
票， 至此广铁已实现管内所有
高铁、城际电子客票全覆盖。

其中， 自12月15日起，怀
衡铁路怀化南、安江、洞口、隆
回、邵阳西、邵阳、邵东、杨桥、
西渡9个车站； 娄邵铁路双峰
北、邵东2个车站；衡柳铁路祁

东、祁阳、永州3个车站，共计
14个车站已实施电子客票。自
12月20日起， 京广高铁广州
南、广州北、清远、英德西、韶
关、乐昌东、郴州西、衡阳东、
衡山西、耒阳西、株洲西、长沙
南、汨罗东、岳阳东14个车站；
长株潭城际长沙西、 麓谷、尖
山、谷山、八方山、观沙岭、开
福寺、长沙、树木岭、香樟路、
湘府路、洞井、先锋、芙蓉南、
暮云、九郎山、田心东、大丰、
株洲南、昭山、荷塘、板塘、湘
潭23个车站；石长铁路石门县
北、汉寿、临澧、常德、益阳、宁
乡6个车站， 共计43个车站将
实施电子客票。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戴昊君 廖明聪

湖南福彩“福泽潇湘 共同
见证” 公益自驾游活动获
全国福彩系统第三届创新
竞赛一等奖

规划

12月13日，全国福彩系统第三届
创新竞赛决赛在北京举行。湖南省福
彩中心选送的“福泽潇湘 共同见证”
公益自驾游活动荣获宣传类一等奖
和最佳人气奖，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荣获组织工作一等奖。

从今年3月全国福彩系统第三届
创新竞赛启动以来，我省积极响应，发
动全省福彩系统广泛参与， 最终挑选
出20余件作品参加比赛， 其中4件作
品进入全国复赛，一件进入决赛。决赛
当天，来自全国9个省（市）的12件作
品，经过选手的10分钟讲解、现场投票
等环节， 历时近3小时的激烈角逐，最
终评出本届竞赛一等奖、二等奖。

为推进“福彩圆梦 福泽潇湘”公
益品牌建设，传导福利彩票社会贡献
和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支持
和参与福彩， 2015年以来，湖南福彩
已连续五年开展了“福泽潇湘 共同
见证”组织爱心彩民自驾游走进福彩
公益金资助项目活动。该活动组织爱
心彩民以自驾游方式，分批次走访慰
问省内各市州福彩公益金资助建设
的敬老院、 福利院或其他资助项目，
包含参观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爱心捐
赠、彩民与项目受益群体交流互动、游
览当地景点等内容。 活动开展五年来
已累计组织17批近700位爱心彩民走
进了全省14个市州的部分福彩公益
金资助建设项目， 让他们充分了解福
彩公益金的使用，将福利彩票的人民属
性、国家属性、公益属性进一步根植于
公众的心中。 ■向福才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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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整个爆破过程仅用
了9.8秒， 但这背后却是近一
年的筹备。

“双鹤药业大楼位于芙蓉
中路核心商业地段，楼体地上
18层，地下1层，高67.8米，南
北长48.7米， 东西宽17米，为
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
构。”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楼近距离范围内有好来登大
酒店等大型建筑， 外围有大量
的玻璃幕墙正对爆区， 且地处
水电管线纵横交错的闹市区，
爆破工程涉及单位多， 周边环
境复杂，爆破施工难度较大。经
反复论证和周密计划，最终确
定以先进的双折叠爆破技术
实施控制爆破，同时要求最完
善的安全措施及防尘要求。

据了解， 在实施爆破之
前， 指挥部工作人员对大楼

150米半径范围内逐一进行社
区走访，上门告知，摸底调查并
对原有房屋进行安全取证，与
供水、电缆、电信、移动、供电、燃
气、园林、交通、环卫等多个市政
相关职能部门反复进行方案确
认， 与周边相邻单位就爆破拆
除事宜进行了多次协调沟通并
达成一致， 为保证爆破工作的
安全顺利进行， 制定了系统而
周密的实施方案和应急方案。

在爆破当天，长沙警方安
排了50名警力和200名特勤
在大楼周围进行警戒。23日凌
晨0点， 交警就对警戒区域内
的人员、 车辆进行彻底清场，
并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消防、
电力等相关部门也随时待命。

凌晨1点18分， 随着爆破
现场指挥长一声令下，双鹤药
业大楼应声而倒。

本报12月22日讯 昨晚，
长沙大道与万家丽路交叉口
往南100米处地面发生一处塌
陷。今天，长沙地铁对地面塌
陷原因进行了通报。长沙地铁
表示，经现场勘查，塌陷系该
段道路下方土体沉降，引起自
来水管接头变形、 发生爆裂，
附加水压荷载突增导致。

记者获悉，地面塌陷发生
在21日21点36分。 根据当晚
长沙地铁官方微博发布的消
息， 塌陷区域约长12米、 宽8
米。 长沙地铁在通报中表示，
因及时采取撤离人员、封闭道
路、 断水断电等应急措施，现
场无任何人员伤亡和车辆损
毁，对地铁车站主体及区间未
造成影响。

据记者了解，截至今日12

时，事发地附近供电基本恢复
正常；下午4：30，供水基本恢
复。该道路交通将在塌陷区回
填完成并经检测安全后于近
日尽快恢复。目前，塌陷路段
已用金属围挡物进行了隔断，
并进行交通管制。雨花区交警
大队发布信息，万家丽路石坝
路口到长沙大道路口双向全
封闭，需要南北向通行的车主
请绕行石坝路马王堆路或古
曲路通行，预计管制将持续到
路面修补完毕。

此外，交警部门建议，12月
23日， 过往车辆从马王堆路和
古曲路绕行， 而考虑到交通管
制措施可能导致部分路段车流
量较大，通行车辆也可提前从东
南二环、沙湾路、雨花大道绕行。

■记者 石芳宇

“三湘第一爆”！67.8米大楼9.8秒倒地
湖南双鹤药业大楼成功爆破 曾是临近长沙老火车北站地标，将改建高端商业项目

随着爆破声响起，18层大楼轰然倒地， 废墟湮没在扬起
的尘埃中……12月23日凌晨1点18分，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的双鹤药业大楼被成功爆破拆除，67.8米高的大楼从第一声
爆破到倒塌仅用9.8秒。据了解，这是湖南近10年来民用建
筑高度最高、体量最大的一次爆破，堪称“三湘第一爆”。
（扫报眉二维码看爆破现场视频）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邹青

2011年5月，长沙市政府举行以“中部引擎”为主题
的“长沙金融生态区投资推介会”，会议正式提出对金融
生态区的规划，标志着老北站片区这块曾经被铁路分割
的空间转型升级，变身为长沙金融生态区。如今金融主
轴芙蓉中路上，70多家金融区域性总部机构齐聚于此，
300余家分支机构遍布其中，涵盖银行、保险、证券、期货、
基金、信托、融担、小贷、资产管理、融资租赁、企业集团财
务、消费金融、第三方支付、金融中介、服务等90%以上的
金融业态。

现场的总指挥长房集团副总经理田丰介绍，未来的
双鹤药业大楼所在地将建成以定制开放式情景商业、时
尚酒店及公寓等业态的金融商务区高端商业项目，打造
成长沙集时尚、智能、人文艺术、建筑美学于一体的新型
长沙地标式建筑，为湖湘新奢一族定制都会生活样板。

据介绍，双鹤药业大楼建
于上个世纪90年代，邻近始建
于 1909年的长沙老火车北
站，火车北站历经百年风雨沧
桑，是曾经的繁华中心。而双
鹤药业大楼18层、 近70米的
楼体高度，也是昔日片区内的
地标性建筑。

但是随着老火车北站的
拆迁以及芙蓉中路金融商务
区的建设，加上这座大楼内部
的消防水电、电梯设施等出现
严重老化，整栋大楼已废弃停
用6年， 并由火车北站棚改征
收指挥部完成征收补偿。

2014年， 长沙城投铁路
站场迁建开发有限公司竞得
双鹤药业大楼所在的芙蓉中
路207号地块， 地块占地14.4
亩，容积率9.0，用地性质为纯
商业，但一直未开发。2019年
7月， 长房集团与长沙城投铁
路站场迁建公司签订合作开
发协议， 由长房集团控股，联
手开发该项目，项目推进过程
中的首要节点，就是双鹤药业
大楼的爆破拆迁。

如今， 大楼成功爆破倒
地，这也标志着老火车北站的地
标建筑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爆破施工难度大，计划实施近一年

消防水电等严重老化，大楼已废弃6年

将建高端商业项目，打造新型地标建筑

万家丽路塌陷原因查明
过往车辆请注意绕行
地铁车站未受影响 土体沉降引发自来水管爆裂

12月23日凌晨1点18分,临近长沙老火车北站的双鹤药业大楼拆除爆破成功。 顾荣 摄

全国福彩系统第三届创新大赛颁奖现场。

这9条线路相继实施电子客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