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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虢正贵督查梅溪湖国际新城“百日会战”重点项目进度 

文/王颖 

 

 7 月 2日上午，市委副书记、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虢正贵对

梅溪湖国际新城“百日会战”中的重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督查，破解

项目建设难题，助力项目加快推进。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凌勤杰参加督查，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集团公

司审计风控中心总经理、我司监事会主席胥伸林，集团公司项目管理

中心总经理黄勇，我司董事、副总裁傅伟陪同督查。 

虢正贵一行视察了梅溪湖国际新城三环绿带项目，对项目的实施

进度情况进行了重点调研，并充分肯定了各重点项目建设所取得的成

绩，他希望各项目责任单位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现场，精心组织、科学

调度、倒排工期、争分夺秒、快速推进，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目标

任务。 

  

督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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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市政协会议主席团成员调研梅溪湖国际新城 

文/黄韬  

 

  7月 12日上午，市政协主席范小新率市政协会议主席团成员一行

调研梅溪湖国际新城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市委副书记、湖南湘江新区

管委会主任虢正贵，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罗社辉、

刘中杰、凌勤杰，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利刚，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我司党委委员、董事、副

总裁周钊陪同调研。 

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一行先后考察了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步步高•梅溪新天地项目，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项目建设及发展前景

等情况。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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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罗社辉调研雷锋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文/黄韬 

 

  7月 6日下午，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罗社辉

调研梅溪湖雷锋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长沙高新区征地拆

迁办主任璩世贤，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住建环保局副局长苏首伟，湖

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财政局（金融办）副局长吴国清，湖南湘江新区管

委会经济发展局张柳同志，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董事、副总裁刘文杰，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我司党

委委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我司总裁助理鲁鸿参加调研。 

  罗社辉同志听取了我司关于项目相关情况的汇报，对项目的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针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罗

社辉强调新区各部门要聚精会神抓项目，千方百计解难题，加强沟通

协调，为企业做好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调研现场               罗社辉听取项目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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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凌勤杰检查梅溪湖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文/龙莉君 

 

  7月 18日上午，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凌勤杰

检查梅溪湖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湖南湘江新区住建环保局局

长谈文昌，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调研员杜杉平参加检查，我司党委委

员、代理董事长任明，我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许峰，我司党委

委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陪同检查。 

  凌勤杰一行视察了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保障房四期）

雷锋村地块、长沙儿童公园、梅溪湖城市岛、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

水提升泵站四个项目，对项目安全生产风险点进行了重点检查，强调

各个项目要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在狠抓项目建设

进度的同时，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抓好。 

  

视察雷锋科技城保障房雷锋村地块           视察长沙儿童公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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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李少鹏调研梅溪湖国际新城 

文/李振存 

 

  7月 29日下午，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少鹏

调研梅溪湖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利刚，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李志军，

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廖永强，审计风控中心总经理胥伸林，项目管理

中心总经理黄勇，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及其他高管参加调

研。会议听取了利刚董事长关于湘江集团相关情况的汇报及任明代理

董事长关于我司相关情况的汇报，现场考察了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城市岛及桃花岭公园。少鹏主任表示，通过调研，对湘江集团及

梅溪湖公司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下阶段，将结合自己分工，进一步

加大对公司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片区的发展。 

  

座谈会现场               考察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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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夏艳兰督查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雷锋村地块 

文/张安琦 

 

  7月 8日上午，湖南湘江新区纪工委书记夏艳兰调研并督查梅溪

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保障房四期）雷锋村地块项目“百日会战”

推进情况，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审计风控中心总经理、我司监事会主席胥伸林，集团公司项目管理中

心总经理黄勇陪同考察。 

夏艳兰一行深入现场，听取了保障房项目在“百日会战”期间的

赶工措施及进展情况汇报，高度肯定了该项目建设整体超额完成半年

度目标的成绩，对综合管理规范、作业气氛热烈的施工场面提出了表

扬，并针对各参建单位思想重视、反应迅速、责任上肩、通力合作、

措施得当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要求将该项目现场一些好的做法和创新

经验进行宣传推广，作为促进湖南湘江新区整体建设水平提高的宝贵

经验。对于项目存在的用地红线问题，夏艳兰表示将协调和督促相关

单位尽快完善相应手续。 

 
督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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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我司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相关干部任免决定 

文/龙莉君 

 

7 月 5 日上午，我司召开公司全体干部大会，宣布相关干部任免

决定。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党

委委员、董事、副总裁刘文杰，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谢

冀勇，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集团公司行政管理中心总经

理廖勇强出席会议，我司高管及中层以上干部列席会议。 

  
  会议现场                        刘文杰作重要讲话 

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主持会议。集团公司行政管理中

心总经理廖勇强宣读了集团公司干部任免文件。我司董事、副总裁傅

伟；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周钊，许峰；党委委员、副总裁夏伟辉；

党委委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分别作表态发言。集团公司党委

委员、董事、副总裁谢冀勇、刘文杰分别作重要讲话，强调新任命的

干部要继续保持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要求新任命的干部常怀感恩之

心，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成绩，不负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和集团公司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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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我司紧抓防汛一线确保安全度汛 

文/张天爵 

 

进入 7月份以来，梅溪湖国际新城多次受强降雨袭击。根据湖南

湘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及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防洪防汛

的工作部署，为确保安全度汛，我司加强了对各防汛点的管控力度，

安排专人进行 24 小时巡查值守，并根据雨情、水情的变化及时做好

梅溪湖湖泊、桃花岭水库的开闸泄洪；同时清理各处排水沟渠，确保

排水通畅，预防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并对园区路段出现

的山体滑坡做好警示围挡，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我司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沟渠   我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雨后的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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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奋发图强，砥砺前行，梅溪湖项目建设再谱新篇 

文/李冬  

 

  自“百日会战”劳动竞赛开展以来，我司抓牢项目建设生命线，

快马加鞭推进项目建设，征地、拆迁、重点项目建设再谱新篇，延续

项目投资额与工程实物量的双增长的势头。截至 7 月 31 日，我司政

府投资项目完成投资额 6.58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额 21.5亿元，占年

度目标的 75.9%；片区社会投资项目完成投资额 11.72 亿元，累计完

成投资额 36.7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78.1%。尤其是列入管委会“百日

会战”劳动竞赛的 13个重点督查项目（含 4个社会投资项目），“百

日会战”劳动竞赛开展以来完成投资额 12.08亿元，占其“百日会战”

目标的 58.1%，交出一份时间未过半、任务超半的优秀“答卷”。环

视整个梅溪湖片区，热火朝天建设、开足马力生产的场面比比皆是，

每天都有新变化，每周都有新进展，每月都有新形象。 

  7 月项目建设全速推进势头不减，一批续建重点项目的形象进度

取得重大突破。梅溪湖西片区保障房四期项目的雷锋村地块主体施工

已平均至 9层且有 3栋已主体封顶，桥头铺村地块完成除拆迁影响区

域外的预制管桩和人工挖孔桩施工，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文化艺术

中心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幕墙、内装、综合机电全面铺开施工，

舞台机械完成 70%；城市岛项目完成螺旋体油漆及旱喷主体结构，正

在进行螺旋体及广场的扫尾施工，预计 9月完成建设后将为梅溪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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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又一个新地标；长沙儿童公园中塘村、桥头铺全面进场施工，7 月

份钢便桥通车后，源源不断的土方运往雷锋湖，用再造一个梅溪湖的

精神来建设雷锋湖，掀起项目建设的大高潮。川塘中学完成主体封顶，

全面进入砌体施工阶段。龙王港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完成 95%河道岸线

施工并已启动景观工程施工。核心区污水提升泵站、梅溪湖国际新城

一期道路以及中轴线景观轴等项目均在快速推进之中。 

  一批新建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雷锋水

质净化厂配套管网工程三期已于 7月中旬完成施工招标并进场建设。

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地下综合管廊及配套道路工程的樱花路综合管

廊（桥头铺安置房段）场外保通便道工程完成部分清表，雪松路及樱

花路综合管廊 PPP 项目工程监理已于 7 月 29 日开标，投资监理、综

合管廊 PPP及道路计划 8月开标。梅溪湖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已

完成前期工作，计划 8月完成施工招标并启动建设。 

  政府投资项目掀起建设热潮的同时，社会投资项目的建设也你争

我赶再创新高。中冶长天梅溪湖科研设计中心正处于紧张的扫尾施工

中，年内将全面完成建设并力争投入使用。已于 6 月 25 日盛大开业

的中国首家纯商旅文综合体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继续抢抓内装景观工

程施工，飞行体验馆设备完成调试即将开业营运。涵括喜达屋豪华精

选酒店、大型情景体验式购物中心、5A写字楼的金茂梅溪湖国际广场

的南塔幕墙全面完成施工，并力争 9月底豪华精选酒店开业。 

  项目建设飞速开展离不开征地拆迁工作的攻坚克难，征地供地工

作推进速度显著加快，7月完成了 2016年湖南湘江新区第二批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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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污水处理厂一二期、综合管廊控制中心、三环线管理用房）、夏鹃

路、雪松路补征、红枫路补征、看云路、梧桐路补征等 6个项目用地

预审，完成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路网（看云路、海桐东路、松柏路、

听雨路、紫荆路、映日路、赏月路）和北入口绿地项目地籍调查和测

绘，重点突破并完成梅溪湖核心区污水提升泵站、城市岛项目的划拨

手续。拆迁腾地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自 7月岳麓区中塘村各拆迁扫尾

项目新增签约 4 户，新增拆除计 17 户，长沙儿童公园项目岳麓区范

围、精品酒店配套、西片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等 9个项目全面完成拆迁

腾地；7 月高新区拆迁进入冲刺月，重点突破了梅溪湖西片区保障房

四期桥头铺地块的一户钉子户使得该项目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同时高

新区新启动的协议拆迁项目雷锋水质净化厂于 6 月 11 日发布第二拆

迁通告以来，签约率已达 97%。 

  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以及湘江发展集团公司“百日会战”劳

动竞赛要求，在“百日会战”劳动竞赛“后半场”竞赛过程中，我司

将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如期保质保量完成目

标任务。快速推进项目用地的市级及省级审批，以确保重点项目建设

用地需求，继续配合高新区及岳麓区展开拆违行动，确保重点工程项

目施工进场，同时更要重点推进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尤其要加快文

化艺术中心项目建设，力争 9 月 30 日前完成幕墙总体断水；加快梅

溪湖西片区保障房四期项目建设工作，雷锋村地块大部分楼栋要主体

封顶，桥头铺地块力争在 9月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通过连续奋战 60 天，梅溪湖公司的全体员工以及梅溪湖片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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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单位将会以更加良好的工作作风、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鼓足干

劲、狠抓落实，持续项目建设的热度，在确保全面完成湖南湘江新区

管委会以及湘江发展集团公司下达的“百日会战”劳动竞赛工作任务

的同时，全力以赴，奋发向上，“力争提前一个季度全面完成重点项

目建设年度建设目标任务”。 

  
梅溪湖西片区保障房四期项目（桥头铺地块）施工现场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城市岛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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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前厅屋面防水檩条基本完成 

文/任杰强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前厅屋面防水檩条

已基本完成，艺术馆一区屋面二次钢结构安装完成 20%，小剧场屋面

实现断水；大小剧院舞台脚手架搭设基本完成，小剧场抹灰完成 80%；

大剧院主要机电设备安装完成 75%，艺术馆主要机电设备安装完成

66%，小剧场主要机电设备安装完成 91%。 

  
  大剧院前厅屋面防水檩条基本完成   艺术馆一区屋面二次钢结构安装完成 20% 

  
  大小剧院舞台脚手架搭设基本完成       小剧场抹灰完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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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雷锋村地块 

主体平均完成 9 层 

文/陈珂  

 

  截至７月底，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保障房四期）雷锋

村地块主体平均完成 9层，9#、10#、11#已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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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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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雷锋科技城保障房桥头铺村地块 

人工挖孔桩已基本完成 

文/张明  

 

截至 7月底，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保障房四期）桥头

铺村地块人工挖孔桩除拆迁区域外已基本完成，地下室底板垫层及防

水完成 2万 4千平方米，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约 1万平方米，地下室

顶板浇筑已完成 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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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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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地下综合管廊及配套道路 

场外便道正在进行路基土方施工 

文/张天爵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地下综合管廊及配套道路樱花

路综合管廊场外保通便道工程路基土方施工已完成 50%。 

  
施工现场 

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地下综合管廊及配套道路工程纳入了国家

首批综合管廊试点范围，项目包含 7条综合管廊（长约 15.1公里）、

7 条主次干道路（长约 15.2公里）及 1座综合管廊控制中心，总投资

约 17.4 亿元(不含征地拆迁费用)。根据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要求，

该项目采用 PPP模式，承载综合管廊的相关道路采用施工总承包模式，

计划先行启动雪松路（三环线-樱花路）、樱花路（雪松路-梅溪湖路

西延线）综合管廊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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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川塘中学主体全部封顶 

文/王大成 

   

  截至 7月底，川塘中学主体全部封顶；砌体完成 60%，其中 1#、

2#、4#、6#完成全部砌体施工，5#正在进行砌体施工；6#正在进行内

部抹灰。 

川塘中学位于麓云路与映日路交汇处西北角，西面为梅岭公园。

学校总建筑面积约 3.6万平方米，主要包括综合办公楼、艺术楼、报

告厅、教学实验楼、地埋式垃圾站、食堂、风雨操场、停车场、室外

运动看台、校门和门卫室等，规划班级数 54个。 

  

      川塘中学主体结构                       砌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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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城市岛项目石材铺装已完成 50% 

文/徐志斌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城市岛项目螺旋体油漆施工及旱喷主体已完

成，项目广场石材铺装已完成 50%，服务中心龙骨已完成、油漆施工

完成 80%，螺旋体防腐木铺装完成 55%，人行桥龙骨安装完成 80%，旱

喷基本完成土建主体施工。 

  
内部施工现场           步道木制铺装 

  
外部施工现场          广场石材铺装 

 

项目全景 



 

19 

 

※ 工程建设 

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完成 96%河道岸线施工 

文/葛怀涛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完成

96%河道岸线施工，景观 1标完成 70%挡墙施工。 

梅溪湖国际新城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项目位于岳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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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全景                            挡墙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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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进度 

文/李万鹏 

 

截至７月底，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雷锋新河完成

70%工程量，雷锋湖土方开挖完成 15%，中塘村山体土方开挖基本完成，

大体积土方回填完成 15%，施工便道完成 60%，龙王港三期整治完成

10%。 

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为长沙儿童公园项目的基础

水利土方工程，工程分三项，即龙王港河道整治工程、雷锋河河道整

治工程及雷锋湖新建工程。项目雷锋村范围内清表清障后，已对土地

进行整平夯实，正准备雷锋新河的开挖。随着项目范围内拆迁扫尾工

作的持续推进，雷锋湖开挖及堤岸构筑预计年内可启动。 

  

       雷锋新河主体                     土方挖掘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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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带完成单车棚基础及安装 

文/葛怀涛 

 

  截至 7月底，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带（岳麓区段）一标完成了

单车棚的基础及安装，完成了南幅大部分的水电预埋工作，完成了

2000米的路缘石垫层铺设及砌筑。二标南侧给水管道安装工程完成

85%；排水管道、排水沟项目完成 70%；观光道路缘石安装完成 60%；

观光车道碎石回填完成 50%；自行车道碎石回填完成 80%；景观桥基

础完成 100%；亲水台阶基础完成 80%；雨水收集渠完成 95%；路口拐

角处铺装基础完成 60%。 

  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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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景观设计分为山峦

段、街市段和水文段，充分考虑了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统一；景观绿带

中还设有自行车道和游步道等设施，为市民增加了休闲运动的场所。 

  
       自行车道施工                        路缘石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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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 

配套主干管网二期沟槽开挖 1500 米 

文/葛怀涛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配套主干管网工程

（二期）完成沟槽开挖 1500米，管道安装 800米。 

梅溪湖国际新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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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采用半地下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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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槽开挖施工                        管道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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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水提升泵站 

主体基坑土方已基本完成 

文/任兴宇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水提升泵站配套管网工作坑

建设已完成至三个，顶管已顶进 45 米；泵站主体基坑土方已基本完

成，基坑护壁桩已完成 90%。 

   
    配套管网工作坑          污水提升泵站主体基坑 

梅溪湖核心区污水提升泵站是保障梅溪湖核心区排水安全的重

要基础设施项目，选址于已建望城坡污水提升泵站的西侧地块，西临

南园路，南临梅溪湖路，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8700 平方米，采用全地

下式潜水泵站，远期污水提升总规模为 15 万 m³/d，近期规模为 5 万

m³/d。泵站土建、预处理设备按远期总规模一次性建设到位，污水提

升泵分期进行安装。项目设计时统筹考虑了金星路污水无法接入望城

坡泵站的问题，建成后可将现状金星路污水按重力流顺利接入，整体

计划于 2016年 11月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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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三环线东辅道正在进行人行道综合管线施工 

文/王奇林 

 

  截至 7月底，三环线东辅道已完成水稳层及路面雨水管施工，目

前正在进行人行道综合管线施工。 

三环线东辅道北起枫林三路，南至看云路，西靠三环线路基，全

长 1575米，道路标准段宽度为 20米，设计车速 30公里/小时，是梅

溪湖国际新城重大招商项目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的重要的配套道路。

该项目于 2016 年 4 月启动建设，此前已 5 月完成枫林路至支路十二

段（即步步高段）施工。 

  
    人行道综合管线施工            主干道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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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文化 

我司召开庆祝建党 95 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 

“两学一做”专题学习会议 

文/向蒙  

 

  为纪念建党 95 周年，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

励全体党员团结拼搏、扎实工作，7 月 8 日，梅溪湖投资（长沙）有

限公司党委隆重召开庆祝建党 95 周年“七一”表彰大会暨“两学一

做”专题学习会议。会议由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任明主持，

公司高管及全体员工参加会议。 

  公司监事会主席宣读了表彰决定，对一年以来为公司事业发展做

出突出贡献的 10名“优秀共产党员”、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2

名“优秀青年员工”进行表彰。他表示，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要珍

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发扬成绩，为片区的发展做出新的贡

献。随后，2 名获表彰的优秀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表达了自己为片

区事业大发展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心。 

会上，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任明代表公司党委向所有为

片区的开发建设事业努力奉献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同时也向受表彰的

优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青年员工表示热烈祝贺。最后，他号召

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员工要以先进为榜样,通过“比学赶超”，打好

“百日会战”这场攻坚战，为实现片区大跨越、大发展的目标做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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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贡献。 

  
         会议现场           我司领导与 2016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我司领导与 2016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   我司领导与 2016年度优秀青年员工 

会议最后，公司监事会主席胥伸林结合虢正贵主任在湘江新区管

委会讲授的“讲政治、有信念，做新区合格的共产党员”主题党课，

以“两学一做”为主题，为公司的全体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

从“两学一做”的现实意义、讲政治有信念的科学内涵、合格党员的

要求等方面，并进一步结合公司现阶段“百日会战”、“防汛抗灾”

等重点工作对“两学一做”进行论述。他强调“两学一做”基础在学，

关键在做，公司广大党员要以知促行，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

公司全体党员干部同志更好地处理业务和党务的关系，两者都要统

抓，不可偏废其一，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要求；同时公司全体员工

在现阶段的各项重点工作中要积极行动，以知促行，干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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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工作 

张利刚会见北京城建总经理郭延红一行 

文/李春蕾 

 

 7 月 14 日，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利刚在梅溪湖国际研发中心 5栋会见北京城建集团总经理郭延红一

行并举行座谈会，对他们来访集团公司表示欢迎。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裁刘文杰、谢冀勇，我司党委委员、代理董事长任明，集

团公司行政管理中心总经理廖勇强，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黄勇，我司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周钊参加会见。 

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刘文杰主持座谈会，双方就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未来双方战略

合作意向进行了深入交流。 

北京城建集团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标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于 2014 年初进驻施工现场实施总承包管理。截至目前，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含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已经完成，

幕墙工程、室内装修工程、机电安装、舞台设备安装工程已全面启动，

项目计划于 2016年底基本完工，2017 年 6月投入试运行。 

  
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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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工作 

梅溪湖国际医疗健康城与台湾医疗产业园洽谈投资合作 

文/刘沁炜 

 

  7月 22日下午，梅溪湖国际医疗健康城项目与台湾医疗产业园相

关单位在梅溪湖智城数控中心 301会议室举行座谈会，洽谈投资合作

相关事宜。我司董事、副总裁傅伟出席并主持座谈会，宏祥健康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松明博士，康健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

黄宪达博士，瀚亚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协同主

持人姜人伟，泰盈集团董事长杨小辉，中投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

北京中投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黄镜新，平安信托基础设

施投资总监曹鲲等出席座谈会。 

我司董事、副总裁傅伟介绍了梅溪湖国际医疗健康城项目的基本

情况与发展愿景。与会双方就投资合作的各方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沟通。 

  
座谈会现场              我司董事、副总裁傅伟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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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工作 

梅溪湖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项目进度 

文/王志强 

 

截至 7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项目

公共 WiFi完成 20%，骨干传输网络和立式停车诱导屏一期完成 80%建

设。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

和新模式。2016年以来，梅溪湖智慧城市按照六个统一（统一远程控

制、统一运行监控、统一信息采集、统一服务入口、统一信息发布、

统一调度指挥）和一个平台（信息共享交换平台）的构架，主要围绕

城市资源整合开展了相关工作。公共信息平台、智慧交通、智慧社区、

公共 WiFi、骨干传输网络、立式停车场诱导屏（一期）和交通诱导屏

（三期）等项目纳入湖南湘江新区 2016年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智慧

城市基础设施及平台建设”进行了铺排。 

  
骨干传输网络机房                   立式停车诱导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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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工作 

梅溪湖创新中心本月又添优质企业 

文/周佳 

 

梅溪湖创新中心是梅溪湖国际新城打造的“互联网+”和创新创

业产业楼宇，将建成以互联网+和创新创业的集群区。截止到 7月底，

梅溪湖创新中心引进的企业数量已达到 80家（含注册企业），招商

面积已达到 42474.36㎡。目前完成装修实际进驻办公企业 43 家，面

积 26126.86㎡，办公人数约 1000人。本月签约的湖南云中再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省“两型”示范企业，拥有

国家专利 16项。自 2007年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再生资源的研

发，目前公司总资产已突破 4亿元，企业员工达到 300余人。云中科

技已于 2015年完成股改，进入上市培育期，预计 2018 年完成主版上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