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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 年 6 月 3 日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召开“全面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工作会议，6 月 4

日集团公司召开 “湘江集团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工作部署会

议”。为全面贯彻落实上述会议的工作要求和统一部署，尤

其是正贵主任和利刚董事长讲话精神，梅溪湖公司在 6 月 5

日上午召开“全面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超半”项目调度暨工

作铺排会，第一时间传达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及集

团公司会议精神，统筹铺排片区项目建设，建立健全的保障

措施与工作机制，全面掀起梅溪湖片区项目建设热潮，确保

项目每天都有新变化，每周都有新进展，每月都有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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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快上，争抢赶超，全面掀起梅溪湖片区项目建设热潮  

流火六月，激情飞扬，国际新城，建设高涨；梅溪湖畔，

机器轰响；龙王河港，运土车忙；城市螺旋，石材铺装；艺术

中心，结构幕墙；时不我待，岁不我与，汗水挥洒，实干荣

光。 

——统一思想，提升认识，打赢项目建设思想战。向公司

全体员工灌输“项目建设的速度即为新区发展的速度，项目建

设的质量即为新区发展的质量”的思想，将公司广大员工对项

目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市委、市政府，湖南湘江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的高度，筑牢广大员工投身项目建设的思想堡垒。 

——健全制度，落实保障，打赢项目建设体制战。建立健

全的项目负责人制度，项目推进督促小组定期巡查督查制度，

项目问题反馈制度，分管领导、联点领导统筹协调制度，班子

成员现场办公制度，全面落实保障措施，实现一环扣一环，一

级抓一级的工作机制，力争实现项目建设问题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反馈，第一时间研处，第一时间落实。 

——压实责任，抢抓节点，打赢项目建设时间战。牢固树

立问题导向，建立项目台帐式管理、责任清单式管理的方法，

将项目问题找全、将项目难点找准、将项目责任分细，明确项

目建设的关键节点，实现“层层找问题，层层抓落实”，同时

调整“朝九晚五”作息制度，全公司取消 6 月份周末双休，树

立“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意识，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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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召开“时间过半，任务超半”项目调度暨工作铺排会 

  
 

2016 年 6 月 5 日上午，我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任

明在梅溪湖智城数控中心 301 会议室主持召开“时间过半，任

务超半”项目调度暨工作铺排会，会议传达了湖南湘江新区管

委会及集团公司关于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并

听取了各项目责任人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的详细汇报。会议结合

我司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对下一阶段工程项目建设工作进行了

详细部署。会议强调，一是要在思想上提升认识高度，树立责

任意识，齐心协力强力推进项目建设；二是要严格落实管委会

关于联点工作责任机制，通过责任到人，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三是建立工作督查机制，对工作开展进行监督，确保项目建设

按计划顺利推进。 

同时，为保证我司“时间过半，任务超半”冲刺期工作任

务的顺利完成，我司按照市委市政府、湘江新区管委会及集团

公司对我司的工作要求，对我司全体员工工作时间做如下调

整： 

（1）6、7 月份工作日作息时间调整为：上午：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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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下午：14:00-18:00； 

（2）6 月份取消双休，双休日按以下作息时间考勤：上

午：9:00-12:00，下午 13:00-17:00； 

（3）6 月份暂停年休假、各类培训、与项目建设无关出

差的审批。已完成审批程序的工程、设计、征地拆迁、成本、

招采、招商相关部门和岗位人员的年休假、培训、与项目建设

无关的出差予以推迟或撤销； 

（4）6 月份工程建设部工作人员可以不在公司打卡，监

察室、人力资源部、行政综合部与战略运营部组成联合督查组

对项目人员在岗情况、施工现场安全进度与组织情况进行督

查，一旦发现缺岗、工作不力等情况的将严肃处理。 

 

我司领导深入工地狠抓项目进展 

 2016 年 6 月 10 日，我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任明，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黄勇一行先后视察了梅溪湖路西延线

景观绿化带（岳麓区段）、雷锋水质净化厂配套管网工程、保

障房四期桥头铺地块、保障房四期雷锋村地块、梅溪湖国际新

城一期道路等重点在建项目并针对出现的相关问题作了现场铺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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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督查发现，我司所有在建项目严格落实领导指

示，建设场面热烈。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化带（岳麓区段）

正在进行绿化施工；雷锋水质净化厂配套管网一、二期工程正

在进行土方施工，现场进展顺利；梅溪湖保障房四期桥头铺村

地块预制桩施工进展顺利，人工挖孔桩作业全面铺开；梅溪湖

保障房四期雷锋村地块 14 栋保障房已平均施工至 3 层；梅溪湖

国际新城一期道路工程中雪松路（三环线隧道-梅溪湖路段）

K7+100-400 段完成雨污水施工；梧桐路（三环线隧道-梅溪湖

路段）完成强夯施工；赏月路（三环线-东方红路）除三环线隧

道顶段外，其余完成沥青中面层；肖龙路、近湖八路、A6 路完

成第二层水稳，A7 路完成第一层沥青路面；五洲路、近湖九路

下周上初步设计会议；CBD 地块正在进行综治办办公楼及相关

板房的拆除工作，并由金茂公司组织进行 CBD 区域的勘界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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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全力推进项目进度 

  

按照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集团公司关于“时间过半，任

务超半”的会议精神和要求，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管

理部召开项目动员大会，项目管理部、监理单位和所有参建单

位参加。会议明确了该项目“抢形象，抢产值，六月底双过

半”的工作任务及目标，并动员所有参建单位全力以赴，组织

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加快工程进度。 

项目部同时开设两个中心战场，长沙中心由我司副总裁周

钊亲自挂帅，指挥现场工作全面开展，项目部每晚召开“当日

工程问题调度会”，做到“问题不过夜，节假日不离岗”，先

后完成景观结构施工方案、高压外网实施方案、冷却塔设计变

更方案、地下室顶板及地面施工组织方案等问题的讨论。 

深圳中心由项目部副总经理刘让平坐镇，组织各设计单位

联合办公，完成由设计到深化设计的重点推进。6 月 7 日，幕

墙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GRC 材料的色彩及表面处理等获得扎

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师的认可，并签字确认材料样板；

同时设计师完成所有景观模型设计。 

与此同时，项目招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6 月 7 日泛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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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施工单位招标顺利开标。工程进度稳步推进：截至 6 月 9

日，项目当月完成产值约 4200 万，完成月计划的 35%。小剧场

部分，屋面防水施工完成 20％、地下室机电设备安装就位

30%；艺术馆部分，幕墙深化完成 70%、地下室机电设备安装就

位 10%；大剧场部分，观众厅精装深化设计完成 30%、前厅和观

众厅以外区域精装深化设计完成 30%、屋面防水檩条安装完成

5%、地下室机电设备安装就位 10%；机电设备进场 441 台，电

梯进场 10 台。 

 

城市岛人行桥正在进行龙骨安装放线 


 

   截至目前，城市岛项目油漆完成 90%，人行桥正在进行龙

骨安装放线，石材铺装 12 日进场实施，防腐木已定制，预计 6

月 25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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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长沙儿童公园）最新进

展 

 

截至目前，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长沙儿童

公园）（一标段）桥头铺村雷锋湖范围内清表已完成，雷锋湖

土方已开挖；中塘村的山体清表正在进行；浆砌石边坡、河道

边坡修理正在进行中；雷锋新河在进行雷诺护垫施工、浆砌石

边坡施工、河道边坡修理、雷锋湖土方开挖、中塘村山体开挖

等。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房桥头铺村地块已启动人工挖孔桩 

 

截至目前，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桥头铺村地块预

制管桩已完成 60%，人工挖孔桩启动 100 根开挖，部分桩基挖

至第四模。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房（保障房四期）位于梅溪湖国际

新城（二期）雷锋镇雷锋村、坪山村、桥头铺村 3 个地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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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桥头铺村保障房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保障性住宅、商业门面、配套物管

用房、幼儿园、车库及相应的道路、绿化、市政管网设施等。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房雷锋村地块全面进行主体结构施工 

  

截至 6 月上旬，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雷锋村地块

9、10、11 栋已完成 10 层主体结构，8 栋已完成 2 层主体结

构，1、4、6、7、12 栋已完至正负零，3、5、13 栋正在组织基

础结构施工，地下室底板已完成 70%，顶板结构已完成 50%，

2、14 栋及相应地库正在进行人工挖孔桩施工。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保障房四期）位于梅溪湖

国际新城（二期）雷锋镇雷锋村、坪山村、桥头铺村 3 个地

块，其中雷锋村保障房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47939.25 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括保障性住宅、商业门面、配套物管用房、幼

儿园、车库及相应的道路、绿化、市政管网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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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化带（岳麓区段）工程正在进行绿化

施工 

  

截至目前，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化带（岳麓区段）工程

正在进行绿化施工，主要为南侧绿带乔木和灌木植栽、养护。 

梅溪湖路西延线道路景观工程是梅溪湖路西延线的附属工

程，连接梅溪湖国际新城一、二期。项目东起梅溪湖路，西至

黄桥大道，全长 6.6 公里，沿道路两侧设置，各宽 20 米。项目

于 2015 年年底启动建设，南侧绿化带计划在 2016 年年底完成

建设。 

 

川塘中学主体结构完成过半 

  

截至目前，川塘中学主体结构完成 60%，提前完成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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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目标。其中 2 栋、6 栋主体封顶，1 栋、4 栋施工至屋面，

5 栋施工至 3-4 层，3、7、8 栋也在紧张施工中，6 栋已经开始

室内砌体施工。 

 

梅溪湖国际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截至目前，梅溪湖国际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已开

工建设，正在进行沟槽开挖，沟槽土方外运施工。 

雷锋水质净化厂项目位于黄桥大道以东、石栗路以西、蔷

薇路以南、梅溪湖路西延线以北。项目包括厂区（一期）及配

套工程（配套主干管网、提升泵站及人工湿地），纳污范围包

括梅溪湖国际新城和高新区在内的共 127 平方公里，处理能力

为 50 万 m³/d。项目分近远期两阶段实施，总投资约 16.5 亿

元，拟于 2019 年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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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完成 85%河道岸线填筑 

  

该项目于 2016 年 5 月底完成剩余河道段庙宇拆除、坟墓迁

移，6 月全面铺开剩余段岸线施工，截至目前已完成 85%河道岸

线填筑。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额约 2230 万元。 

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位于长沙河西岳麓区龙王港

雷锋湖至西三环河段,长 3.68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堤

线岸整治、改建大湾里下游处河坝、废除楠木坝上游河坝、河

道疏浚与清淤工程、沿线安全设施及相关标识设施和排水管线

等，计划年底完成岸线填筑和 20%景观施工。 

 

三环线东绿带步步高段已完成施工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枫林路至支路十二段（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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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施工，正在进行支路十二至红枫路段边坡修整和挡墙施

工。  

三环线东绿带项目南起红枫路，北至枫林三路，长约 1 公

里，绿化带宽约 50 米，项目东侧为与高新区合作的 1000 亩地

块，西侧为三环线。项目施工主要内容包括绿化工程、铺装工

程、土方工程、水电工程、苗木养护以及约 170 个车位的停车

场等。 

 

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水提升泵站工程完成大部分管道施工 

  

截至目前，该项目配套管网已完成除超越排放管和事故管

外的管道施工；正在办理超越排放管和事故排放管占道施工城

管审批手续，预计 6 月 13 日可完成审批进场实施；提升泵站基

坑开挖至 7 米。 

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水提升泵站工程位于梅溪湖路以

北，支路一以南，南园路以东，望城坡污水提升泵站以西，规

模为 19.19 万吨/日，总占地面积约 0.87 万立方米，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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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建污水提升泵站、进水与出水管网工程、超越排放管、

配套管理用房、土石方、水电、道路、围墙和绿化等，计划今

年完成配套管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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