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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主轴左右岸大道蓝图初现
左岸大道示范段：二七大桥至国博中心
右岸大道示范段：二七大桥至武车路，并拓展至长江大桥
本报讯（长江日报记者郑汝可）11日，
市亮点区块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五
次会议，深化研究武汉长江主轴左右岸大
道建设方案。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
新出席会议要求，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按照省
委省政府要求，以“百年大计”的标准，抓
好长江主轴左右岸大道规划建设，不忘初
心，久久为功，打造世界一流的精品工程，
成为造福市民的亮点工程。 市长万勇与
会。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瑞峰主持
会议。
今年3月， 我市成立市亮点区块建设
领导小组，负责“东湖生态绿心、武汉长江
主轴、长江新城”等城市亮点区块规划建

设的决策工作，陈一新、万勇任组长，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
根据目前方案，武汉长江主轴左岸大
道示范段为二七大桥至国博中心， 长约
16.5公里，计划建设为集“车行、慢行、观
江观景” 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交通走
廊； 右岸大道示范段为二七大桥至武车
路，长约6公里，并拓展至长江大桥，其中，
二七大桥至武车路段拟结合堤防和江滩
改造，采取地面拓宽及新增观光道的组合
方式进行建设。
陈一新指出，规划编制武汉长江主轴
左右岸大道建设方案，是落实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规划优化
武汉长江主轴的起步工程、打造世界级城

市文明中轴景观带的开局性工程，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他要求相关部门坚定决心，
以“对武汉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情怀和担
当，提质提效推进长江主轴左右岸大道规
划建设。
“长江主轴建设要为武汉提升城市品
位，必须久久为功、循序渐进，绝不能放弃
高质量、高水平的自我要求。 ”陈一新强
调，“百年大计”不可操之过急，要坚持“一
次规划、分步建设”，服从“五轴一体”这一
大目标，坚持“展示形象、但决不搞形象工
程，兼顾形式、但决不搞形式主义”这一原
则，真正把左右岸大道建设成为市民共享
长江美景的大舞台。
陈一新要求， 要正确处理好加快进

度和保证质量的关系，在抓紧规划编制、
缩短审批时限、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必
须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 要正确处理沿
江区域内车行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关系，
坚持车行交通服从慢行交通， 确保市民
亲水空间不受侵占， 同时保证慢行的连
续和无障碍性。 要正确处理好道路工程
和景观工程的关系， 注重统筹和整体考
虑， 在景观工程规划设计中安排和设计
好道路交通。 要正确处理好左右岸大道
与周边道路的关系， 做到道路之间的紧
密衔接，发挥好左右岸大道的“交通轴”
功能， 使其真正成为疏通中心城区交通
的重要通道。

网络散布ETC谣言 5名人员被警方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武公宣）12日下午，
市委市政府决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时
起停止征收我市“九桥一隧一路”ETC
车辆通行费。 市政府发布相关通告后，
个别 网 民在 网 络 上 制 造 传 播 谣 言 ，13
日，警方及时依法查处5名人员。
当日下午通告发出后，洪山辖区男
子罗某看到取消ETC收费的新闻报道
后，随即登录ETC官网，随意复制其上
发布于今年2月的一篇关于取消ETC的
辟谣信息， 并转发至其微信朋友群，造
成网友猜测。 发现警情后，洪山公安分

局第一时间追查当事人， 经审查询问，
固定证据， 决定对罗某处以行政拘留5
天。
同一时间，一张关于市路桥公司在
官网发布的取消ETC收费谣言的声明，
被修改了落款时间的截图，在微信群和
朋友圈内传播。 沌口公安分局接警后，
立即开展追查，将传播截图的男子顾某
抓获。 经查，顾某未经核实，将虚假截图
转发到网上，误导群众。 由于及时查处，
没有造成严重影响，警方依法对顾某予
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写下书面保证。

另有三人散布虚假信息，说武汉取
消ETC收费是假，另交1800元路桥费才
能年审等谣言，受到教育训诫处罚。
停征ETC车辆通行费，是市委市政
府本着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在深入
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扎实做好前期工
作的基础上，通盘考虑、精心谋划而作
出的重大决策。 武汉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和网友， 不要轻信未经核实的信息，不
要随意转发，更不要故意“杜撰改编”，
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否则将依法严
肃查处。

第六任法国驻汉总领事贵永华到任

本报讯（记者汪甦 通讯员程彦彦）
“有朋自远方来，我就是武汉的朋友。 ”
昨天下午，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迎来了
第六任总领事贵永华。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成立于1998
年10月1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市首家外国领事馆。 新任总领事贵永
华出生于1965年8月18日，高级农技师，

巴黎七大中文文学硕士。 贵永华与武汉
有着很深的缘分，早在1998年，法国驻
武汉总领事馆刚刚建馆，他便被派到武
汉担任副领事及办公室主任一职，参与
了武汉法领馆领事活动的建设。
贵永华表示，在任期内，将把法国
最好的带给武汉，促进中法两国的经济
合作，吸引法国企业来中国投资。

武汉是法国在华投资最多的城市，
也是法国民众在中国居住最多的城市
之一。 目前， 法国在汉企业已超过100
家，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 与武汉的合
作涵盖汽车、能源、金融、零售、高新技
术 、交 通等 领 域，涉 及施 耐 德、凯 奥 雷
斯、法航、欧洲直升机公司等众多知名
法国企业。

高校军训优秀者优先成军运会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谭在龙 通讯员蔡庆）
昨从武汉军运会执委会志愿者部和武
汉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了解到，今年武汉
各高校军训优秀大学生，在自愿前提下
将有机会优先成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志愿者。
“待高校军训结束后， 我们将和市

国防教育办公室共同在各个高校评出
的优秀军训学员中遴选出武汉军运会
的首批志愿者。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志
愿者部负责人万磊告诉记者。 此次选拔
出的优秀大学生军训学员，经统一培训
后，将集中分配到军运会前期筹备工作
的各项辅助岗位开展志愿服务。 （咨询

电话： 军运会执委会志愿者部
027-87179635）

湖北大鼓盛赞《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曲《红色引擎之歌》喜迎十九大

百姓宣讲进社区昨黄陂首演
本报讯 （记者卢士昌 通讯员胡晓
蕾）
“太平盛世大中华，打起鼓敲起锣跳
起舞来唱起歌， 举国欢庆十九大……”
昨晚，热情洋溢的歌声在黄陂黎元洪广
场上空回荡。 一群在京剧表演方面有所
专长的宣讲员登台， 用京剧联唱的方
式，讴歌祖国变化发展的伟大成就和对
十九大召开的期盼之情，激起现场3000
多名观众的共鸣。 随后，合唱《红色引擎
之歌》、湖北大鼓《撸起袖子加油干》、四
句半《从严治党学习课》等宣讲节目，以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演出形式依次登台。

为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
成就，大力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团结奋进浓
厚的社会氛围，我市采取多种形式组织
开展“说唱新变化 喜迎十九大”百姓宣
讲活动，深入社区、农村、机关、企业、学
校等基层单位宣讲。
昨晚，我市“说唱新变化 喜迎十九
大”百姓宣讲活动走进社区，一批政治
素质过硬、演讲经验丰富、有曲艺宣传
特长的百姓宣讲员通过快板、 湖北大

鼓、表演唱、小品等文艺形式宣讲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反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宣讲
反映武汉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尽情抒发
市民群众喜迎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殷切
期盼和豪迈情怀。

对话“大师”
昨日，《心智地图的异像——
—马库
斯·吕佩尔茨在中国》 大型个展登陆湖
北美术学院美术馆。 个展收录了德国
新表现主义大师马库斯·吕佩尔茨近半
个 世 纪 以 来 创 作 的 104 件 艺 术 作 品
（90件架上绘画、14件雕塑），为学校师
生提供了与国际艺术大师深入交流的
机会，零距离感受大师作品魅力。
图为观众在欣赏彩绘青铜雕塑《佳
人》
记者高勇 摄影报道

环境好了，菜价还不贵

三兴农贸“
闻过则改”
本报讯（记者汪甦）8月2日，《作风
聚焦》 栏目报道了青山三弓路的三兴
农贸市场“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
弹”的走形式整改后，市场随即关闭整
顿。 9月8日，停业整顿一个月并进行硬
件升级后的三兴农贸市场恢复营业。
昨天，《作风聚焦》 栏目对此进行了报
道。
市作风建设明察暗访组巡查员在
这里看到， 过去直接摆在市场外人行
道和马路上的自销摊点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内一条整齐的自产
自销摊位。 以前商户在台面上用泡沫
陈列商品，显得脏乱。 现在市场统一用
厚胶板盒子规范摆放， 陈列商品的货
架整齐有序。
据市场管理方介绍，问题曝光后，
他们投入100多万对市场硬件设施、市
场环境进行了更新和整改。 对反映最
强烈的地面湿滑、污水横流、垃圾乱堆
等问题，市场管理方进行了重点整改。
按照武汉市地下室的排水管网要求，
做成双砖。 一个卖熟食卤菜的经营户
说， 各方面条件包括空调都好多了，
“比起原来的环境，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
市场方表示，环境变好了，但摊位
费不会提高，菜价也不会因此变贵。

作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