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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号线武昌火车站建设如火如荼

220 余名地铁工人过年不回家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刘丹丹

一段车站施工，由于车站东侧是宏基客运
站，西侧紧邻中山路地下通道，完全没有施
工场地。
“我们既要保证进出城的机动车有路可
走，同时还要给车站提供施工场地，想尽了
一切办法。”朱金金说，最后武汉地铁集团
和施工方中铁一局大胆创新，把地下通道一
段 120 米的敞口段，加了“铺盖”，使中山路
隧道地上、地下都能跑车，而原来的地面机
动车道则作为施工场地。“这样一来，不断
交和施工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这种施工方法，首次使用在武汉地铁
建设中，就像是在空中搭了一座便浮桥。”
朱金金介绍，2015 年 11 月初，耗时 2 个多
月，这段 120 米长的铺盖完工，已经使用一
年多，整体稳定。

迎接市十三次党代会

7 号线和 4 号线在此换乘

市民赶火车多一个选择
7 号线一期工程是我市建设规划中的
一条重要过江线路，由野芷湖至东方马城，
全长 30.85km，设站 19 座。未来，7 号线在武
昌火车站可与 4 号线换乘，市民前往武昌站
坐火车，将又多一条地铁线路。
记者采访当天，正值春运，从 4 号线 D
口出来，是一片整洁有序的地铁蓝色围挡工
地，往宏基客运站方向走，门口也有一片工
地。7 号线武昌站主体结构的工地分为两部
分，就是为了尽量不影响交通。
进入工地，只见塔吊、履带吊车、挖掘机
等设备林立，基坑内和地面，都有工人在施
工，或做电焊，或绑钢筋笼。武汉地铁集团
建设事业总部 7 号线武昌火车站业主代表
朱金金此时也在工地上忙碌着。
据他介绍，7 号线武昌站总建筑面积
“车
3.73 万 m ，长 350 米，比一般车站要长。
站沿中山路敷设，之所以设计这么长，是因
为涉及换乘，还考虑到此处的人流量大。”
朱金金说，这里是武汉南大门进出城的交通
枢纽，紧邻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人多，因
此车站面积较大。
7 号线武昌站是一座地下三层的车站，
2

今年在武汉不回家

妻子孩子来工地过年

在基坑里建设者们正在对钢筋进行焊接。记者詹松 摄
地下三层是站台，地下一层和二层具有站厅
在“寸土寸金”的交通要道
功能。7 号线和 4 号线呈“ T 字形”换乘，7 号
线的隧道会从 4 号线隧道下方穿过。“到时
创新“抢出”施工场地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换乘大厅，乘客不用出
在武昌火车站周边修地铁站，难度相当
站，就能换乘。”
大，“ 相当于是在一个交通要道开挖地面，但
车站施工分两块，一块位于万金国际广
场门口，另一块位于宏基客运站门口。 2015
又不能中断交通。”朱金金说，为了不影响进
年 5 月中旬开始打围，6 月维护结构施工； 出城的交通，仅交通疏解就变换了 6 次。
中铁一局项目片区主管李晓飞说，当时
2016 年 10 月，所有维护结构完工；主体结
做交通疏解方案时，为了准确计算车流量，
构 2016 年 6 月开始施工。
从大东门立交到梅家山立交，从首义广场到
“之所以花 16 个月时间做维护结构，是
梅苑小区，沿线数十个路口，派了多名人
因为这里施工场地非常狭窄，要克服管线改
员，用计数器，一辆车一辆车地数。
迁、拆迁征地、交通疏解三大困难。”朱金金
最大的困难就是宏基客运站门口的这
说道。

“汉阳造”将建设东月湖亲水平台
本报讯（记者舒翔宇）记者昨从汉阳
造文化商会了解到，汉阳造今年上半年将
开工建设东月湖亲水平台，对接鹦鹉大道
与汉阳造文化产业园区。
武汉致盛文化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王慧介绍，鹦鹉大道与龟北路的路
口边是一个公厕，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公厕
移址，在临街路口设置汉阳造标识，沿东

黄陂 158 户返乡村民
本报讯 （记者龚齐飞 通讯员王欣）
昨天下午，记者从中心城区驱车近百公
里前往黄陂山区，在山路中绕行两个多
小时后，到达大埠村金鸡洼，供电工人正
在架设电线及变压器。为了让村民过一
个亮堂的春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已在
这里奋战了一个多月。
家住金鸡洼的陈家金说，现在子女
们都在中心城区定居，就过年回家待几
天。春节回乡过年的人一多，电压就开始

月湖打造一个亲水平台，届时市民从鹦鹉
大道就能沿亲水步道走进汉阳造。此举是
为了使汉阳造有更大“向阳面”，吸引更多
市民走进了解汉阳造。
汉阳造文化商会会长胡飏介绍，
2017 年，汉阳造将举办一场国家级的知
音文化论坛活动，和英国武汉领事馆、法
国武汉领事馆联合举办中英文化、中法

春节前将用上放心电
不足，用取暖器温度也升不上来。
黄陂区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副主任
秦坤表示，此前金鸡洼等五个村湾共用
一台 160 千伏安变压器，还要满足生产
灌溉用电，该地区 158 户村民户均容量
仅 1 千伏安，此次台区进行升级改造，新
立 85 基电杆，新架设 4 台变压器，容量
提升至 500 千伏安，供电半径从一公里
缩短到 400 米以内。在金鸡洼新安装一
台 100 千伏安变压器后，该湾 23 户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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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列武汉站的活动，面向国际，扩大
影响。同时吸引更多大师、大咖等具有影
响力的人才来参与知音读书会，充分发
挥知音书院文化窗口的作用，通过文化
引领带动汉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
吸引一批优秀企业和在行业内有一定影
响力的人才，落户汉阳，完善增强汉阳造
产业布局。

户均达到近 4 千伏安，将彻底解决“低电
压”现象。
据了解，为解决黄陂地区“低电压”
问题，2016 年以来，国网武汉市黄陂区供
电公司投资 2.717 亿元续建、新建网改主
项目工程 68 项，子项目 337 项，新增及
改造配网线路 495.77 公里，改造低电压
台区 321 个，所有项目春节前可以全部
投产送电，届时，4 万余户居民春节用电
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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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记者和工人们聊天得知，他们
大多是四川籍，父母、爱人和孩子绝大部分
在老家。为了保证车站土建如期完工，今年
过年他们都不回家。
杨超是现场负责车站结构的队长，老家
四川自贡，今年 44 岁，从事建设 24 年，原来
修高铁，这六年来在西安、郑州和武汉修地铁。
“我们做工程的人，天南海北到处跑，在
家的时间少，感觉特别对不起家人。”他说，
今年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他把妻子和儿女
都接到武汉来了。杨超妻子从怀二胎到儿子
出生，一直在老家，儿子已经 1 岁多。
“她怀孕产检，坐月子，我都没有陪，儿
子也 1 岁多，就把他们都接来武汉了。”杨
超说，其实工地上 200 多号人一起过年也蛮
热闹的。
虽然妻子和孩子来了武汉，但杨超还没
有时间陪他们逛逛，“ 除夕和初一可能会放
两天假，到时再陪他们转转。”

去年湖北省
进出口总值达2600亿
本报讯（记者陈永权 通讯员李峰）据
武汉海关统计，去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
2600.1 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 1720.1 亿
元，进口 880 亿元。其中，去年武汉市进出
口总值 1570.1 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
60.4% 。
全省开展专项整治
打击假冒名烟名酒
本报讯（记者张 偲 通讯员程 喆 谢梅
芳）昨起至 2 月，省工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打击假冒伪劣烟酒专项整治行动，以名
烟名酒为重点商品；以副食批发市场、中小
型卖场、各类年货展销会、城乡接合部批发
零售市场为重点区域；严厉查处销售假冒
伪劣烟酒的行为和伪造、擅自制造知名烟
酒品牌注册商标标识和产品包装等违法行
为，并将严厉打击利用名烟名酒旧包装制
假售假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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