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8日讯 99元， 一年
内可免费无限次游三省9市县近百
家景区……湖南、江西、湖北三省
联手放“大招”。今天上午，“春满湘
鄂赣·美好新生活”2021文旅消费
季启动暨初心源·湘鄂赣文旅一卡
通首发仪式在长沙新湖南大厦举
行， 现场还发布了4条湘鄂赣精品
旅游线路， 并为优秀党员代表、抗
疫医护人员和旅游达人代表赠送
了一卡通。

湘鄂赣三省山水相连、地缘相
近、文化相融，历来是风雨同舟、荣
辱与共、携手同行的好邻居、好伙
伴。近年来，三省协作显著加强，文
旅交流合作日益密切。2021年1月
首届湘赣边区域开放合作交流会
在浏阳召开，万载县、铜鼓县、上栗
县、醴陵市、平江县、莲花县、袁州
区等湘赣边7个县（市、区）齐聚浏
阳， 就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达成7个

方面的共识， 其中包括发行初心
源·文旅一卡通。随后，“朋友圈”进
一步扩大， 湖北省通城县加入，湘
鄂赣三省正式携手，推出“春满湘
鄂赣·美好新生活”2021文旅消费
季活动并发行初心源·湘鄂赣文旅
一卡通。

据悉， 初心源·湘鄂赣文旅一
卡通整合了浏阳、 醴陵、 平江、铜
鼓、上栗、莲花、万载、袁州、通城县
等湘鄂赣9个县（市、区）文旅景区
及其他优质文旅资源，单张售价99
元，在一年有效期内，持卡可无限
次免费进入加盟景区，同时享受酒
店、民宿、餐饮等加盟商户折扣优
惠。第一批加盟的9个县（市区）景
区、酒店、餐饮店、购物点共300余
家，累计使用价值超3000元。预计，
2021年该卡将带动消费6亿元，将
为乡村振兴、区域发展、消费繁荣
注入强劲动力。 ■记者 丁鹏志

本报4月8日讯 讲好“湖南故
事”，展示湖南好山好水好风光。今
天上午，由省委网信办、省文旅厅
主办的“庆百年 品潇湘”湖南省首
届“锦绣潇湘·金牌解说”网络大赛
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活动将
挖掘寻找一批讲好湖南故事、传播
湖南声音的金牌解说员，献礼建党
100周年。为湖南美景打call，你准
备好了吗?

据悉，本次活动分为“启动仪
式、报名初选、晋级赛、总决赛及颁
奖典礼”四个环节，并通过“线上展
示+线下活动”的形式举行。参赛人
员由市州推荐，由大赛组委会审核

后确定晋级赛人员， 进入晋级赛
后，通过活动赛事平台开展网络评
选，评选得票数前40名的选手进入
总决赛， 最终通过大众+专家评审
评选“金牌解说员”金奖1名，银奖3
名， 铜奖6名， 以及优秀讲解员30
名、网络正能量解说员40名、最佳
团队奖3名、最佳组织奖3名、最佳
贡献奖10名。

本次活动时间为4月至7月，面
向全省各文化场馆、旅游区(点)从
事讲解服务的从业人员和志愿服
务者，以及具有导游(讲解)从业资
格的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士。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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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今天上午，
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扩容工程、
新化至新宁高速公路工程正式
开工。

相关负责人介绍，益常高速
扩容、新新高速开工，标志着省政
府批复的《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2014-2030年）》 规划内总共
8622公里高速项目已全部开工。

据悉，此次开工的益常高速
扩容、新新高速均系《国家公路
网规划 (2013年-2030年)》规划
内项目，两条高速总里程286公
里、总投资达455.7亿元，途经益

阳、常德、娄底、邵阳4个市，辐射
长株潭、洞庭湖、湘南、湘西四大
区域， 对完善全省高速公路网
络、 促进区域协调融合发展、推
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起
到显著成效。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
长赵平表示， 将扎实推进平伍
益、衡永、醴娄扩容等24条1600
公里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力
争再开工京港澳耒宜段扩容、沪
昆金鱼石至醴陵段扩容、零陵至
道县等3个项目176公里。

本报4月8日讯 长沙开福
交警搬家了！明天开始，开福交
警大队新建业务大楼除处罚窗
口外将开始投入使用， 新址位
于中青路高岭路口西北角（中
青路137号）。

民警介绍，新大楼处罚窗口
将在4月12日开始正式开放使
用。在此之前，由于搬迁及设备

调试， 大队处罚窗口将在原址
（开福区蔡锷北路324号） 继续
使用一段时间。 需要办理交管
业务的市民可就近选择办理地
点，当搬迁工作全部完成，原蔡
锷路处罚业务窗口将停用，届
时请市民朋友前往中青路新址
办理各项业务。

■记者 虢灿

双向六车道！益阳至常德再添高速路
我省新开工两条高速公路，另一条是新化至新宁高速，预计均在2024年建成通车

记者获悉，益阳至常德高速
公路扩容工程起于长益高速扩
容线笔架山互通，自北绕过益阳
城市规划区，经兰溪镇东北侧，
于甘溪港南侧跨越资水，经过鹿
坪、香铺仑南侧、百禄桥南侧与
南益高速交叉，之后西延经龙潭
桥镇、汉寿县城以南，于新兴在
渝长厦铁路北侧并行一段跨越
沅水， 止于芦荻山互通接二广高
速（常德东环）。

路线全长93.456公里。设置
9处互通式立交， 主线采用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
宽度34米， 设计速度120公里每
小时，建设工期3年。

长益常高速是省内最容易
发生拥堵和缓行的高速公路之
一。2020年8月31日，长益常北线

高速长益段（即长沙至益阳高速
公路扩容工程）开通，这条全长
50.28公里的双向六车道新高
速，使长沙与益阳之间的交通出
行增加了一个便捷选项。

如今，益阳至常德的新高速
开工，意味着长益常全线很快作
为国家高速公路网（G5513）长
沙至张家界国家高速公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是长株潭
通往张家界、 吉首两地的重要
高速通道， 也是环洞庭经济圈
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的建设， 对贯彻落实党
中央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保
持长沙至重庆的西部大通道良
好通行条件， 加强西部与东中
部及内陆省份的经贸往来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益常全线将迎来第二条高速新通道

新化至新宁高速公路工程
起于新化县卿家屋，与在建的官
新高速、 已通车的新溆高速相
接， 在屋主塘上跨沪昆高速，经
隆回县、武冈市，至新宁回龙寺
镇与在建的白新高速和永新高
速相交，终于老人冲与已通车的
洞新高速相接。

路线全长192.3公里， 设置
15处互通式立交，主线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
宽度26米，设计速度100公里/小
时，建设工期4年。

值得注意的是，新化至新宁
高速公路工程是国家高速公路

网（G59）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
公路的重要路段。作为呼北高速
最后开工的段落之一，其对呼北
高速的全线贯通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该项目还是连接张家
界、新宁、桂林的黄金旅游线路。
项目建成后，将为娄底市、邵阳
市与怀化市之间新增一条中部
高速纵向通道，对加快推进武陵
山片区区域发展开发具有重要
作用。对完善国家和区域高速公
路网， 改善地区交通运输条件，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 和婷婷

邵阳再添一条南北大通道

长沙开福交警大队搬家，办业务注意了

湘鄂赣文旅一卡通来了

99元畅游三省九区县

寻找金牌解说员 为湖南美景打call

本报4月8日讯 今日
上午，麻阳岩门镇张吉怀高
铁满家隧道出口处，机器轰
隆，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
进行无砟轨道道床铺设作
业， 不到10分钟，500米长
的无砟轨道铺设完工。

据了解，张吉怀高铁全
长246公里，途经3个市州、
7个县市区， 设计时速为
350公里，被誉为“最美扶
贫高铁”。 工程计划4月30
日前完成全线轨道铺设，7
月1日将进行联调联试和试
运行。眼下，施工正紧锣密
鼓进行。

“为抢抓进度， 大家都
主动放弃休假， 战晴天、抢
雨天。” 中铁十四局集团张
吉怀铁路项目经理部一分
部党支部书记顾汉广说，自
今年春节复工以来，张吉怀
高铁各项目部把每个工点
的施工任务细化分解到月、
旬， 每日晚间通报调度日
报，制定了相应的节点目标
和考核办法。 截至目前，路
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
程均已完工。

最近半个月，张吉怀高
铁项目部9标段， 数百名员
工每晚都在加班，对无砟轨
道扣件进行机械洗刷、涂
油、运输，提前1天完成了6
万多套扣件安装，为轨道铺
设做好了充分准备。预计从
今天起5天内，9标段在麻阳
境内的21公里轨道道床铺
设便可完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张杰

张吉怀高铁
7月1日将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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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介绍

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扩容工程示意图。 新化至新宁高速公路工程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