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 全省新闻出版工作会议在
长沙召开。 据了解， 去年全省新闻出
版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全年总产
出接近480亿元， 比2011年增长20%。

2012年， 我省出版图书11600种、
音像制品 800种 ， 畅销图书表现不

俗 ， 共有26种图书60次登上开卷分
类畅销榜前30位 。 全年实现版权国
际贸易844项， 其中输出版权197项，
10余家印刷企业承接海外印刷业务
11项， 创汇4000万美元。 截至去年我
省建成农家书屋43835家， 同时将适
时启动数字农家书屋试点工作。

� � �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周东平） 记者今天从在长沙召开
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获悉，去年起我省
迎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目前市县
两级已竣工和在建、筹建的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项目达284个，计划总投资855亿
元。

据省文化厅统计，284个市县级文
化基本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1968.49

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855.05亿元，至
去年底已完成投资65.8亿元。 另据介
绍， 今年省文化厅还将重点办好中国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 第二届中国
百诗百联大赛、第三届湘人湘歌大赛、
全省群众文艺汇演、 首届湖南花鼓戏
艺术节等大型文化活动。 文艺院团全
年将完成“送戏下乡”演出1万场，组织
“省会周末剧场”演出500场。

� � �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刘凌）一
辆装载600公斤烟花产品的专用车，
由专业人员引爆烟花产品后， 专用
车特殊防护装置马上打开， 剧烈爆
炸不仅未对四周环境造成损坏 ，对
专用车也只造成轻微烧灼损害 ，专
用车还能安全开回原生产厂家 。这
是今天记者在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
成果鉴定会上看到的神奇一幕 。这
台通过鉴定的专用车， 就是由湖南
富腾和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世
界首台防爆型烟花爆竹专用车。

作为浏阳为数不多的从事防爆
技术研究的企业， 湖南富腾和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唐和平发现 ，
近年来国内外烟花爆竹运输屡屡发
生爆炸事故， 原因是一直没有专用
烟花防爆车。从2010年开始，该公司
投入数百万元， 聘请赵家玉教授组
织科研团队， 研发防爆型烟花爆竹
专用车。经3年攻关 ，终于试制出首
台样车。

市县公共文化建设项目达284个

去年新闻出版业比2011年增长20%

世界首台 总投资855亿元

总产出480亿元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２０13年1月 20
星期日

本报新闻热线：18907312110
华声在线（湖南在线）：www.voc.com.cn

今日 8 版 第 22865 号

出版

壬辰年十二月初九

今日 大寒

本报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周琳 黄文胜

走过市场跌宕起伏、油价“四涨四落”
的2012年，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 （简
称湖南石油）交出了一份靓丽成绩单：

成品油销售总量、 零售总量分别突破
600万吨、500万吨大关， 销售收入489亿元，
非油品销售4.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实
现利税超16亿元，新增加油（气）站83座……

“湖南石油进入重组10多年来发展得
最好、最快的时期。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领
导如是评价。

说 “最好”， 有数据为证： 总资产由
2009年的73亿元猛增至137亿元， 自营加
油站达1500多座，输油管道在营（建）里程

突破800公里，市场保供能力显著增强，行
业主渠道地位更加巩固。

“这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做强石化支
柱产业的战略部署，我们认真履行中央驻
湘企业的政治 、经济 、社会责任 ，立足三
湘，服务湖南，走出了一条融入地方、借势
发展、和谐共建的路子 ！ ”湖南石油总经
理、党委书记潘桂妹说。

保障供应，义不容辞
2012年9月26日下午， 潘桂妹的手机

骤然响起，省领导要求：请务必确保加油
有序，出行畅通！

国庆、中秋双节并至 ，又是国家出台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第一个长假，京港

澳高速公路湖南段返乡和自驾车流量井
喷， 衡阳境内耒阳服务区加油站汽油销
量，由正常情况下的40吨/天，暴增至高峰
时期的240吨/天， 汽油提枪频率是正常情
况下的6倍。

“增供保供，我们倾尽全力！” 潘桂妹回
答。 资源配送向重点加油站倾斜，油库作业
24小时待命发油，更换大流量加油机，出动
流动加油车，省市公司两级机关干部取消休
假，全部下站跟班作业……一番紧急调度之
后，眼见全省高速公路、国省道畅通有序，湖
南石油人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作为我省成品油供给主渠道，湖南石
油扎根湖南已有62年历史。 在历年抗灾保
供的每一个紧要关头，湖南石油毫无例外

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为满足市场需求，
除中石化配置成品油资源，该公司还主动
出击，从地方炼厂收购外采资源，甚至“高
进低出”追加投放市场。 “我省成品油市场
供应稳定有序，湖南石油功不可没！ ”有省
领导如是评价。

湖南属于油气资源缺乏省份，每到用
油旺季，铁运紧张加剧，江河水浅难行，春
运期间停货保客，成品油资源入湘更加困
难。 为从根本上提升供给保障能力，破除
进油难的“瓶颈”，湖南石油全面提速运销
网络建设，抓大放小，分进合围，中心库改
造扩容、做精做优，小油库并转关停、结构
调整，油库布局日趋合理，运作效率、效益
大为提升。 （下转6版①）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1
月16日一大早 ， 郴电国际郴州分公司组织20多名工
人， 来到郴州市南岭大道开展杆线搬迁工程。 据公司
工程建设科负责人介绍， 为支持当地城市建设， 去年
以来， 他们已完成杆线搬迁项目75个， 投入资金近2
亿元。

近年来 ， 郴电国际通过科学经营 ， 获得稳健发
展。 2007年以来， 已缴纳各类税金近6亿元。 公司董
事长、 总经理付国认为，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地方
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支持。 为此， 在公司经营活动中，
他们坚持把服务地方建设、 改善民生作为原动力， 忠
实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近5年， 投入地方建设的资
金达30余亿元。

最近两年， 郴州城市建设力度加大， 一些电力杆
线和供水管网必须搬迁。 为此， 郴电国际积极调整工
作重心， 做到城市建设到哪里， 公司就服务到哪里。
先后投资4.9亿元， 用于电力杆线和供水管网搬迁等。
去年， 仅郴永大道及相关项目电力杆线、 供水管网搬
迁， 就投入资金1.93亿元。

同时， 郴电国际加大电网建设力度， 改善网络结
构， 提升供电质量， 切实减轻农村用户负担。 近5年
来， 公司先后投资电网建设26.25亿元， 是前10年总
和的3倍多。 为解决偏远无电户用电问题， 2010年投
资1.2亿元， 在省内率先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 为偏
远山区农户免费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 成为我国中部
地区第一个用新能源对无电户进行供电的项目， 全市
4093户无电户受惠。

30余亿元
郴电国际支持地方建设 责任铸品牌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服务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 � � � 1月18日， 龙山县城青年田治发来到洛塔
乡迎娶新娘。 根据土家婚俗， 新郎进门迎亲
时， 要向新娘献花， 还要海誓山盟以表忠心，
否则， 女方姐妹不让新郎进门。

邓德志 向玉培 摄影报道

� � � � 1月19日， 彭冬梅老人坐在人力车上看家
门口的变化。 几年前， 老人所在的醴陵市横
店并入经济开发区， 她住进了集中安置小区。
老人年近九旬， 腿脚不便， 两个孝顺的儿子
租来人力车， 带着母亲来到开发区， 看看家
门口近年来的巨大变化。 何勇 摄

幸福

� � �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冒蕞 张斌）今
天， 十届省政协第22次常委会在长沙闭
幕。 会议决定，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于1
月24日至29日在长沙举行。 省政协主席胡

彪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魏文彬、谭仲池、

王晓琴、杨维刚、张大方出席。
会议听取了各组审议情况的汇报，审

议通过了十届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草案）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和政协湖南

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日
程，协商决定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委员人选 （委员
名单详见3版）。

胡彪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进一步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中共
十八大精神的热潮，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十八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十
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为推进 “四化
两型”，实现“两个加快”、“两个率先”贡献
智慧和力量。

胡彪说，十届省政协即将圆满完成她
的历史使命。 （下转6版②）

十届省政协第22次常委会议闭幕
●决定省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于1月24日至29日在长沙举行
●协商决定第十一届省政协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委员人选

� � �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李艳芳）1
月18日晚， 锦绣潇湘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芙蓉国剧场正
在上演梦幻杂技剧《芙蓉国里》，精彩的演出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掌声。 这是该杂技剧的第133场演出，每场上
座率为74.6%。 省委宣传部给该剧颁发了50万元奖金。

杂技剧 《芙蓉国里》 是省杂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与湖南锦绣潇湘文化创意产业园联合推出的大型
多媒体文化旅游剧目 ， 它以湘魂 、 湘韵 、 湘情为载
体 ， 以地域文化为表现形式 ， 以精湛高超的杂技技
艺、 美轮美奂的舞美灯光和活力四射的舞台表演诠释
了湖湘文化千百年来厚重的文化底蕴。 数月前， 省委
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观看该节目后， 动情
地说： “等你们演出100场后， 我来给你们颁奖， 给
你们打气。 （下转6版③）

《芙蓉国里》演出133场
省委宣传部重奖

� � � � 1月19日，工作人员在给游客和市民分发热腾腾的腊八福寿粥。 当天，“善行天下， 温暖腊八”腊八节品腊八粥
暨公益慈善捐助活动在南岳大庙举行。 文丽贵 摄腊八粥飘香

浏阳成功研发烟花防爆车

“海泰”如何扎根田野

阿尔及利亚“血色”噩梦

来自社区的声音
本报记者 李宁 张斌 通讯员 罗当

【场景】
1月18日，记者在长沙走访了多个社区，发

现一个特别的现象。
记者来到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社区，

看到 “物业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青少年教育委员
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共服务中心”等牌
子，集中挂在社区大门边格外显眼。

在开福区通泰街街道通泰街社区，其中一
个办公室门口挂的牌子多达11块。 记者又来到
天心区文源街道文源社区，发现门口的牌子也
很多：“综治维稳工作点”、“治安巡防站 ”、“物
业服务中心”、“志愿者工作站 ”、“党代表工作
室”、“党员服务中心”。

社区虽小，五脏俱全，这么多职能，工作好
不好开展？ 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党总支
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张国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社区人员少、工作累，大会开完开小会，上
面的工作最后基本都到了社区一级，还不断有
工作安排下来，反复搞工作督查。 社区工作人
员整天疲于应付各种检查 、汇报 ，真正服务老
百姓的时间却少了很多。 ” （下转6版④）

“请再救一次阿毛”

“买票神器”还是“插队神器”

为您导读

2版

4版

4版

7版

风正帆扬———
正会风·改文风·转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