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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考察梅溪湖创新中心 

文/易俊帆 

 

9 月 25日上午，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一行考察梅溪湖创新中

心，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中杰，长沙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涂文清，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考察。宋大涵一行首先听取了

我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夏伟辉关于梅溪湖创新中心发展历程及创新创

业服务体系的介绍，随后考察了梅溪湖创新中心代表企业猪八戒网中

南总部和湖南九合众创空间。 

宋大涵亲切地询问了入驻企业发展情况，并在听取介绍后给予了

充分肯定，鼓励大家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为推动湖南创新、创业发

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猪八戒网中南总部负责人介绍企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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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罗社辉督查梅溪湖“百日会战”重点项目 

文/张天爵 

 

9 月 2日上午，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罗社辉

督查梅溪湖国际新城重点项目并召开座谈会议。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

局长邱兵东，经济发展局局长贺树云，调研员杜杉平，湘江集团党委

委员、董事、副总裁，我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杰，我司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裁周钊，我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陪同。 

  

      督查现场                           座谈会现场 

会上，罗社辉听取了我司关于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雷锋水

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地下综合管廊 PPP

项目相关事宜的汇报，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提到以下几点：

1、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湖南湘江新区标志性工程，不仅要

讲速度，更要讲质量，要将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并争取获得“鲁班

奖”等国家最高荣誉奖项。2、由湘江集团组织我司及招标代理机构

等相关单位，对综合管廊 PPP项目流标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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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研究原招标文件资质、业绩、注册资本金等入围条件、获奖加分

等进行深入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招标方案。3、梅溪湖国际新城

（二期）地下综合管廊要加快项目拆迁工作，发扬雷锋精神，力争 9

月底完成剩余拆迁扫尾工作，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4、

雷锋水质净化厂要进一步对人工湿地公园必要性、规模、区位等进行

论证，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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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张利刚调研梅溪湖国际新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文/黄韬  

 

9 月 13日上午，湘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利刚调研梅溪湖国

际新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湘江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我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杰，湘江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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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

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参加调研。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考察现场             梅溪湖路西延线考察现场 

  

     儿童公园考察现场          雷锋科技城保障房桥头铺村地块考察现场 

张利刚先后调研西二环线以东湖泊景观、梅溪湖国际新城核心区

污水提升泵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梅溪湖路西延线、儿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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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及雷锋科技城保障房桥头铺村地块六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并要

求各项目组收集需要协调各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统一组织协调会议

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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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关怀 

刘文杰调研梅溪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文/黄韬 

 

  9月 21日上午，湘江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我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文杰调研梅溪湖国际新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我司监事

会主席胥伸林，党委委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总裁助理鲁鸿

参加调研，相关项目负责人陪同调研。 

刘文杰调研了城市岛、雷锋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两个重点

项目的建设情况，他表示经过公司上下通力合作、攻坚克难，两个项

目的建设进度成绩优良，强调在“百日会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要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提前完成管委会下

达的任务指标。 

  

     城市岛调研现场              雷锋水质净化厂及配套管网工程调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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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梅溪湖恒大国际健康城项目正式签约 

文/黄韬 

 

为进一步促进梅溪湖板块的经济发展，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为原则，世界 500强企业恒大地产集团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湖南

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于 9月 1日在长沙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共

同开发建设梅溪湖恒大国际健康城项目，实现各方资源、技术和资金

优势互补。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易炼红，市委副书记、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虢正贵以及恒大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等出席并见证签约。 

 

签约仪式现场 

梅溪湖恒大国际健康城是湘江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梅溪湖

投资（长沙）有限公司在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打造的重点项目，项目

总投资 300 亿，合计用地约 1200 亩，是恒大健康谋局万亿健康产业

蓝海市场，打造全球领先健康企业的重要举措和载体。项目主要包括

国际高端医院、医药生命谷及颐养社区三大板块。梅溪湖恒大国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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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城项目的建设对于填补中部国际高端医疗产业链空白，打造医学研

发、健康管理、康复养老等功能为一体的健康服务产业集群，推动医、

养、研、商、游五大产业形成核心产业链，助力长沙打造世界级健康

护理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是恒大集团完善民生工程的重要布局之一，专

注于社区健康管理和长者居家关照服务；携手哈佛布莱根和妇女医院

等建立最新肿瘤早期预防、精准治疗和持续康复的国际医疗机构；与

韩国顶级医学美容及抗衰机构共同提供亚洲先进的医学美容及抗衰

老服务，为全国多个主要城市超过 500万恒大社区居民，乃至全国各

地家庭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科学健康管理，为老百姓实现身心

健康及美好生活。 

梅溪湖恒大国际健康城项目解读。 

1、国际高端医院：恒大健康将携手国际顶级医疗机构，引入国

际一流人才，建设临床、教学和科研三位一体的国际高端医院，针对

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复杂性最高的疾病，引进和发展最先进的设备、

技术和治疗手段，用于临床治疗，造福广大患者，惠及民生。 

2、医药生命谷：恒大健康引进世界级的医学研究团队，设立转

化医学中心，与哈佛大学、清华大学联合设立免疫医学中心，打造国

际医学研究成果孵化平台。 

3、颐养社区：结合恒大健康丰富的医疗资源和互联网、物联网

技术，建设医养结合、智慧型颐养社区，打造成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

示范项目。配套载体初步确定为住宅及适老化公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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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梅溪湖创新中心举行 2016“创响中国”创意设计颁奖仪式 

文/张天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

指导意见》文件精神，集中展示长沙近年来双创活动的主要成果，9

月 12日上午，2016“创响中国”巡回接力长沙站活动——“湘江杯”

创意设计颁奖仪式在梅溪湖创新中心举行。长沙市委副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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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夏伟辉出席。 

当日下午，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协考察了梅溪湖创新中心的创新

创业工作。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新华网、中国改革网等媒体参与。 

 

颁奖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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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中央主流媒体现场采访梅溪湖水生态文明建设 

文/张天爵 

 

根据中宣部要求在全国组织开展“秋水长天，水美中国”活动，

9 月 19日，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

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日

报、中国新闻社、人民网、新华网、澎湃新闻等中央主要媒体和网络

新媒体现场采访了梅溪湖国际新城的水生态文明建设。长沙市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中，湖南湘江新区调研员杜杉平，湖南湘江新

区住建环保局两型社会建设处副处长郭晓芳，我司水务办主任湛忠陪

同。 

  
采访现场                           陈中接受采访 

长沙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中在采访中说到，长沙市委、

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水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基础保障工程。梅溪湖国际新城将水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

转型升级、品质长沙建设相互结合，严格实施“修复水生态、打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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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保障水安全、优化水利用、加强水管理”五大工程，使绿水青

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湖南湘江新区乃至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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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我司拜访江河创建集团就艺术中心幕墙施工进行会谈 

文/李春蕾 

 

  9月 7日，湘江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我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文杰带队赴北京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河创

建集团”），就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幕墙工程施工进行高层会谈。

湘江集团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黄勇，我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周

钊参加会谈。江河创建集团董事长刘载望、中南大区总裁符建平、工

程总监陈光烁、财务总监赵世东、商务总监陈清阳出席会谈。 

双方就推进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幕墙工程进度进行

了深入探讨，分析了项目工程推进不力的原因，确定了改进措施，并

就下一步工作部署达成一致共识。 

 
会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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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要闻 

我司与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召开座谈会 

文/张天爵 

 

9 月 28日，我司与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就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屋面幕墙进度问题召开座谈会议。湘江集团党委委员、董事、

副总裁，我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杰，湘江集团项目管理中心总经

理黄勇出席会议。 

会上，我司领导与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在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屋面幕墙进度、设计、施工及工期保障措施方案等问题进行

深度讨论，对方表示将坚决落实和执行有关重要指示，与业主、监理、

总包及所有参建单位齐心协力，确保项目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会议现场                          我司领导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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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众志成城 奋战百日 

梅溪湖国际新城项目突飞猛进 

文/颜赞 

 

深秋九月，作物丰收，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国际新城 “百日会

战”促建设活动已圆满收官。在会战期间，我司各部团结一致，形成

合力，攻坚克难，以促进项目建设为中心，努力推动了各项工作，梅

溪湖国际新城重点建设项目进展突飞猛进，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桥

头铺村地块、川塘中学、雷锋水质净化厂配套管网一期、二期等项目

已超额完成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2016 年年度目标。 

截至 9 月 30 日，梅溪湖国际新城政府投资项目“百日会战”期

间完成投资额 13.75 亿元，1-9 月累计完成投资额 28.67 亿元，达年

度目标的 101.23%；社会投资项目完成投资额 19.65 亿元，累计完成

投资额 44.64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9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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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竞赛开展以来的完成投资额 21.42 亿元，达到 “百日

会战”投资目标的 112.61%。 

回顾百日会战，在我司全心全力促生产，以项目建设论英雄的激

励模式下，梅溪湖国际新城各项目争先恐后抓生产，千方百计推建设，

新城各项目形成你追我赶的火热施工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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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的政府投资项目方面。梅溪湖西片区保障房四期项目雷锋村

地块 2#栋施工至 12 层，3#栋施工至 16 层，5#栋施工至 15 层，14#

栋施工至 13层，其他栋号已封顶，主体平均施工至 16 层，可争取提

前完成主体封顶的年度目标；桥头铺村地块已完成主体平均至 4层的

年度目标。川塘中学年度目标为主体封顶，现已完成主体、砌体和 50%

教学楼、宿舍等大楼内外粉刷施工。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大剧院、小剧

场综合机电已完成安装，舞台机械已基本完成建设；城市岛项目完成

90%工程量，预计 11 月中旬可建成；长沙儿童公园完成 90%雷锋新河

河道施工，50%龙王港三期整治、雷锋湖土方开挖和 90%中塘村山体土

方开挖。龙王港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基本完成河道岸线施工，景观施工

已完成 20%。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南岸排水管网优化正在扫尾。中轴

线景观轴已基本完成建设。核心区污水提升泵站配套管网已基本完工，

泵站主体完成护壁桩和第一排锚索施工。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道路中

肖龙路、A6 路、A7 路、C6 路、泛舟路和琴溪路等道路已通车，雪松

路（三环线隧道-梅溪湖路段）、梧桐路（三环线隧道-梅溪湖路段）、

赏月路（三环线-东方红路）等道路正在进行扫尾。 

新建的政府投资项目方面。雷锋水质净化厂配套管网一期、二期

分别完成 80%和 70%工程量，已超 60%工程量的年度目标，三期完成

25%工程量，力争年底达到完成 60%工程量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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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外保通便道工程已完成部分路面施工，争取 10月份建成通车。 

社会投资项目方面。步步高·新天地商业 mall、主题公园、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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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馆、梅溪书院顺利开业，酒店、公寓、写字楼商业幕墙、内装景

观完成 85%。中建• 梅溪湖中心商业 1、2、3、4#栋试运营、5、6、7、

11、12、10，8、9、15、16、17#正式开业；住宅已部分交房。金茂

梅溪湖国际广场一期住宅、二期豪宅部分已主体封顶，二期公建南塔

楼已结构封顶。中冶长天梅溪湖科研设计中心正在进行装饰扫尾。景

嘉微电子科研生产基地已进入扫尾阶段。湖南省歌舞剧院已施工至正

负零。长沙天实梅溪湖部分主体已封顶。分布式能源站正在编制可行

性研究报告。梅溪湖国际会议中心、梅溪湖国际研发中心总部大楼 

（三期）正在抓紧前期相关工作推进。 

百日会战活动已圆满结束，取得项目建设大幅推进的良好成绩，

为后续项目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司会以更加

饱满的激情，坚持务实、创新的理念，延续 5+2、白+黑的工作作风，

将梅溪湖国际新城项目开发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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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我司召开梅溪湖隧道交接工作会议 

文/张天爵 

 

9 月 28日上午，我司在梅溪湖智城数控中心 301会议室召开梅溪

湖隧道（原三环线隧道）交接工作会议，梅溪湖隧道（原三环线隧道）

维护管理权正式由我司移交给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段分

公司。 

会议由我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总工程师尹智斌主持。湘江集团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我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杰，湖南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段分公司总经理傅新涛，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

司和湖南省交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及嘉宾出席会议。 

   
 协商三环线隧道管理移交事宜            湘江集团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 

我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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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岭公园跨龙王港河步行桥通过竣工预验收 

文/唐杰 

 

9 月 29日下午，我司受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住建环保局的委

托，组织了梅岭公园跨龙王港河步行桥工程（简称“步行桥”）的预

验收工作，并在梅溪湖智城数控中心 301会议室召开了步行桥竣工预

验收会，会上各单位对工程整体质量作了总结和评价，并一致同意步

行桥顺利通过预验收。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住建环保局、市城市

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长沙路桥征费维护管理处等相关管理与接收单位，

以及参与本工程建设、勘测、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梅岭公园跨龙王港河步行桥由荷兰 Next 建筑事务所设计，其造

型如中国传统的“中国结”，因此被称为“中国结”步行桥，与北京

望京 SOHO、苹果新总部大楼、“梦露塔”共同跻身美国 CNN评选的“世

界最性感建筑”。全桥共设有 3 条步行道、5 个节点，全长 183.95

米，高约 24 米，从梅岭公园横跨支路九、龙王港河、梅溪湖路至银

杏公园。 

   
     验收会现场                        实地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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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幕墙工程 GRC 板生产下线 

文/余碧玉 

 

9 月 14 日上午，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简称“艺术中心”）

在韶山 GRC工厂举行首批 GRC板生产下线仪式，我司党委委员、董事、

副总裁周钊，我司艺术中心项目管理部，监理单位上海建科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总包单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以

及大、小剧院幕墙施工单位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GRC 生产商

南京倍立达有限公司的项目管理和生产人员参加仪式。艺术中心首批

GRC 板的顺利生产下线，标志着艺术中心幕墙工程进入模具制作工艺

成熟、GRC板批量生产阶段。 

   

    GRC板生产下线仪式现场                     GRC板模具制作 

  艺术中心首批 GRC板的顺利生产，使国内 GRC生产加工水平有了

质的提高，也极大地鼓舞了艺术中心幕墙工程顺利实施的信心。在参

建各方的辛勤付出下，艺术中心幕墙工程将攻克遇到的每一个难关，

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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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中心大、小剧院幕墙工程 GRC板约 4万 5千平米，约 1万块，

多为不规则的单曲面、双曲面，基本没有尺寸和形状相同的两块板，

因此每一块 GRC板均要单独制模。为了解决传统地模制作精度低、表

面观感差的缺点，2016 年 5月，艺术中心项目管理部与扎哈公司设计

人员、BIM 顾问共同研究，发明了“三维 DP 模型→二维 CAD 图→CNC

切割加筋板→模具成型”的新型模具制作方式。模具制作成型后，由

监理单位上海建科经过三维扫描并与原模型对比，误差在 2mm 左右，

符合艺术中心 GRC板验收标准。 

GRC 模具制作完成后，经过喷浆、养护、脱模、表面磨砂处理、

涂刷保护剂，由总包单位北京城建对每块板进行二维编码，确保每块

板的信息都能随时查询，从而保证安装和维修的精确性、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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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屋面保温防水工程全面启动 

文/任杰强 

 

截至 9月底，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屋面保温防水工程

已完成 30%，室内装饰工作全面启动，机电设备安装完成 80%，舞台

机械安装完成 95%；小剧场屋面保温防水工程已完成，室内装饰已完

成 40%，机电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电梯施工已启动，安装完成七台；

艺术馆屋面保温防水工程已完成 20%，辅助钢结构安装完成，机电设

备安装完成 70%。 

  
     艺术中心大剧场                          艺术中心小剧场 

  
     艺术中心艺术馆                        艺术中心施工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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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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楼栋主体结构封顶 

文/陈珂  

 

  截至 9月底，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雷锋村地块大部分楼

栋主体结构封顶、施工至屋面，主体结构封顶的栋号已开始大面积砌

体施工；未封顶楼栋 2#栋施工至 12层，3#栋施工至 16 层，5#栋施工

至 15层，14#栋施工至 13层；3层幼儿园的内外装饰全部完成，地下

负一层整体大地库均已全部完成。项目“百日会战”劳动竞赛期间完

成产值 1.75亿元：累计完成产值约 3.32亿元。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雷锋村地块北靠红枫路，西依紫荆

路，东临铃兰路，南为看云路。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96188平方米（合

约 144.3亩），建筑面积 248165.74平方米，共有 14栋高层住宅、3

栋配套商业和 1 座配套幼儿园，工程费用约 5.70 亿元，可安置 1800

户，项目于 2015年 11月启动正式施工。 

  

       项目整体形象                         砌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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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桥头铺村地块 

平均施工至 4.5 层 

文/张明  

 

  截至 9月底，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桥头铺村地块住宅主

楼已平均施工至 4.5层。其中 18号栋施工至第 8层。3 号栋、9号栋、

14号栋、15号栋、16号栋施工至 6层，7号栋、17号栋施工至 5层，

1 号栋、4 号栋施工至 1 层，其余栋号施工至 4 层。百日会战期间完

成产值 1.7亿，今年累计完成产值 2.0亿，已提前一个季度完成管委

会年度目标任务（管委会年度目标任务为住宅主楼平均施工至 4 层，

年度产值目标为 1.8亿元）。 

梅溪湖雷锋科技城保障性住房桥头铺村地块北靠红枫路，西依剑

兰路，东临樱花路，南为看云路。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109131.56平方

米（合约 163.7 亩），建筑面积 303739.48 平方米，共有 18 栋高层

住宅、8栋配套商铺和 1座配套幼儿园，工程费用约 6.80亿元，可安

置 2300户，项目于 2016年 5月启动正式施工。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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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川塘中学项目进度 

文/王大成  

 

  截至 9月底，川塘中学 1#、2#、4#、6#栋完成内、外墙抹灰施工；

1#、2#、3#、6#栋完成屋面防水施工；3#、6#完成屋面保温和轻质混

凝土施工；6#栋完成外墙砖及内保温层施工；水磨石进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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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鸟瞰                           屋面防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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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城市岛全面进入扫尾阶段 

文/张天爵  

 

  截至 9月底，梅溪湖城市岛螺旋体防腐木铺装、服务中心屋顶石

材铺装均已基本完成，入岛桥防腐木铺装及广场石材铺装正有序进行，

项目总体工程量已完成至 90%，现已全面进入装饰、扫尾阶段。 

  

     入岛桥防腐木铺装                        广场石材铺装 

  

     防腐木铺装及修整                        城市岛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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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项目进度 

文/葛怀涛  

 

    截至 9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岸线

施工完成 3100米，总体进度完成 98%，景观 1标完成 20%工程量。 

  梅溪湖国际新城龙王港河道综合整治二期工程位于岳麓区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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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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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 

雷锋新河完成 90%工程量 

文/李万鹏  

 

  截至 9 月底，雷锋湖及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雷锋新完成 90%

工程量。龙王港三期综合整治工程完成工程量的 55%、雷锋湖土方开

挖及湖堤回填完成工程量的 70%。大体积土方回填完成工程量的 42%，

环湖路施工便道土方回填完成工程量的 75%，中塘村山体土方开挖完

成工程量的 90%，雷锋湖出水闸完成工程量的 50%，杆线迁移施工走

廊完成工程量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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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平整夯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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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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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带（岳麓区段） 

南侧绿带即将完工 

文/张天爵  

 

  截至 9月底，梅溪湖路西延线景观绿带（岳麓区段）南侧绿带苗

木施工已基本完成，游步道完成至 60%，预计 10 月底完成全部施工；

北侧绿带将在 10月初进场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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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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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侧绿带苗木施工                     南侧绿带游步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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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 

配套主干管网工程项目进度 

文/葛怀涛  

 

  截至 9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配套主干管网工程

管网一期完成管道安装 2000米，总体进度完成 80%；管网二期完成管

道安装 2100 米，总体进度完成约 70%；管网三期进场施工，明开挖

500米，顶管完成 50%工作井施工，总体进度完成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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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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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水提升泵站 

工程配套管网顶管已基本完工 

文/葛怀涛  

 

  截至 9月底，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污水提升泵站工程配套管网顶

管已基本完工，剩余的四个工作坑已全部完成；泵站已完成护壁桩和

第一排锚索施工，基坑护壁施工已完成。 

  梅溪湖国际新城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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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站锚索施工                         泵站施工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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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开发 

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店盛大开业 

文/黄韬 

 

9 月 30号，金茂豪华精选酒店揭开神秘面纱。由中国金茂打造的

酒店旗舰项目亮相星城，这不仅是梅溪湖国际新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刻，更是梅溪湖国际新城塑造长沙城市价值的实证。 

据悉，金茂豪华精选酒店，是长沙第一家国际奢华品牌酒店，该

商业项目的建成开业，开启了长沙对话世界的又一扇窗口。 

 

实景图 

深耕 7年，打造国际化生态宜居典范城区 

历时 7年，梅溪湖国际新城从一条葡萄沟华丽转身成为国内外知

名的国际化生态宜居城区典范。梅溪湖国际新城在 2012 年成为国家

首批“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在 2015年成为国家级战略新区“湖

南湘江新区”中心城区之后，今年 9月，梅溪湖喜获联合国“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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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环境规划设计奖”，这是目前全球城市建设和设计领域的最高奖项，

这一殊荣也让梅溪湖国际新城在世界舞台上再次崭露头角。 

金茂豪华精选酒店的开业，从全方位印证着梅溪湖国际新城的成

熟，并逐步兑现“长沙新中心”的承诺。 

豪华精选酒店，提升新城格调和品位 

9 月 30日开业的金茂豪华精选酒店，给长沙、给梅溪湖国际新城

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创立于 1906年的豪华精选品牌原属于 CIGA®

集团，发展至今，已荟集跨越 30 个国家的 100 多家世界一流酒店及

度假酒店，遍及全球繁华都会和度假胜地。 

金茂豪华精选酒店之中，Callison RTKL 操刀的酒店建筑和 HBA

设计的内饰装潢以“桃花源记”为灵感来源，流泻着艺术气息的元素

和内饰设计呼应了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的宁静与至美，诠释出一

座现代版的世外桃源。 

据了解，酒店拥有 310 间精心设计的宽敞客房，以及 25 米 室

内无边际泳池、14间护理室的豪华水疗中心，以及 4间或休闲、或高

雅的餐厅与酒吧。四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将满足各种口味和喜好。 

金茂豪华精选酒店的开业，是梅溪湖国际新城全面走向国际化的

重要一步，为全球热爱探索的人士及商务旅行者们提供理想的下榻之

选，更进一步提升梅溪湖国际新城的格调和品位。印证着梅溪湖国际

新城的成熟，并逐步兑现“长沙新中心”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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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开发 

国内首家实体 MALL 店梅溪书院正式开业 

文/张天爵 

 

  9月 3日，位于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的梅溪书院正式开业，当当网

首家线下实体书店-当当梅溪书店入驻，实行线上线下同价。 

梅溪书院由亚洲首位 AndrewMartin 年度设计师罗灵杰夫妇担纲

设计，建筑物呈钢琴外型，秀美灵动。书院经营面积 5000 平方米，

上下 4层，是集书店、咖啡、艺术空间、展览、讲座等于一体的文化

社交场所。当当梅溪书店由步步高集团和当当网共同打造，是首家 O+O

实体书店，实行当当网线上与书店线下同价经营。书店共有图书 4万

余种。根据当当网大数据选品，优选文学、小说、历史、艺术、童书、

建筑、自然科学等 40 个品类图书。梅溪湖国际新城这一新增的休闲

好去处，无疑是广大市民及阅读爱好者的福音。 

   
梅溪书院开业吸引了众多阅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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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开发 

长沙图书馆梅溪湖金茂分馆正式开馆 

文/张天爵 

   

  9 月 2 日上午，长沙图书馆梅溪湖金茂分馆在开馆仪式在金茂悦

棠街成功举办。该馆内面积 300 平方米、容纳藏书 6000 余册，是全

省首家公益教育基金与政府合作建设的社区分馆，免费向市民开放。 

作为全省首家公益型社区分馆，长沙图书馆梅溪湖金茂分馆将进

一步推进公共图书馆社区延伸服务，为梅溪湖片区内业主提供一个公

益阅读信息交流平台，打造长沙最具时代精神的社区文化生活空间。 

  

图书馆开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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