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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洲）湖南卫视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二
季播出后，再次引爆荧屏。继推出同名手机
游戏、动画片、电影、图书等产品后，近日又
发布一款亲子智能手表，引起广泛关注。

敢为人先的湖南人， 近些年创造了令
人瞩目的“湖南文化现象”，“广电湘军”、
“出版湘军”、“演艺湘军”、“动漫湘军”等
而为人称道。2006年至2012年， 湖南文化
创意产业年均增长20%左右。 面对汹涌澎
湃的移动互联网，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不断
融合创新，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据省统计

局初步估算数据， 今年上半年我省文化产
业实现增加值780亿元， 同比增长15.5%。
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湖
南进入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新10强。文化创
意产业已成为湖南重要的支柱产业、 千亿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主体不断壮大。继续保持广电、出
版、动漫、演艺等市场主体优势，积极培育
工业设计、建筑与规划设计、数字出版、数
字印刷、网络游戏类等文化市场主体。新组
建省演艺集团、芒果传媒集团、省广电网络
控股集团等文化产业集团， 省级文化产业

集团达到7家。 湖南广播电视台位列首届
“世界媒体500强”第80位、亚洲电视十强
品牌第5位。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和电
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连续6年入选“全国
文化企业30强”。华凯创意在展示展览、建
筑模型和三维动画方面已跃升为全国行业
前三甲。

产业平台不断拓展。长沙天心广告创意
产业园、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园、锦绣潇湘文
化创意产业园等一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发挥产业平台作用。今年，IAI
亚太设计师联盟湖南创意基地、亚太创新设

计中心等一批创意和设计平台落户长沙，
“智慧浏阳河”等文化创意孵化基地成立。

与各行业融合步伐加快。湖南文化创意
和设计产业呈现出与科技、旅游、农业、体育
等相关产业的多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
合发展态势。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不仅
节目收视率高，题材电影、手游、图书、动画
片亦全线飘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推出全国
首家云媒体手机平台、湖南第一移动生活门
户“无线湖南”。长沙市打造移动互联网聚集
地， 长沙高新区今年前7月新增移动互联网
企业近190家。

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
听证方案要点公布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黄歆）
省发改委今天召开新闻通报会，公布10月15日举
行制定《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听证会的决定，并通报
了实施办法听证方案要点。听证方案要点主要有：

1、分档气量。按照满足不同用气需求，将居民
用气量分为三档， 其中第一档气量， 为年用气量
360立方米（含本数），即月用气量30立方米及以
下的； 第二档气量， 为年用气量360立方米以上
至600立方米（含本数），即月用气量30立方米以
上至50立方米的；第三档气量，为年用气量600立
方米以上的，即月用气量50立方米以上的。抄表
用户以实际用气量为计量依据， 卡表用户以购气
量为计量依据， 用户用气量或购气量超过第一档
气量时，燃气公司应及时告知和提醒用户。

2、分档气价。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
价，其中第一档气价，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第二档气价， 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1.2倍；第
三档气价，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1.5倍。

3、计价周期。阶梯气价以年度为周期执行，购
气量额度在不同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4、计算单位。居民生活用气原则上以住宅为
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户；没有房产
证明的， 以当地供气企业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
位。对确因家庭人口众多（五口以上）基本生活用气
量超过第二档气量的居民用户，可持户口本到城市
燃气公司营业网点申报， 经燃气公司核实确认后，
其超过第二档气量的部分仍执行第二档气价。

5、特殊用户。对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经民政
部门批准设置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
暂不实行阶梯气价， 但气价水平要按当地居民第
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即现行居民生活用气
价格的1.1倍执行。

规划投入90多亿元 用时3到5年

政企合作治理
重金属污染
“岳塘模式”开启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唐爱平）今天，随着“湘
潭竹埠港生态环境治理投资有限公司”揭开红绸，竹
埠港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岳塘模式”正式
开启。这一采用政企合作的污染治理模式，计划投入
95亿元用3至5年时间，完成湘潭竹埠港重金属污染
综合整治。

“岳塘模式”，指岳塘区政府优化竹埠港区域布
局、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推行环境服务市场化,
建设“生态滨江新城”的基本方式，由岳塘区人民政
府和永清环保集团于2014年初共同提出, 与清华大
学环境产业研究院同步研究深化，归纳出其主要特
征是：政企合作搭建区域场地生态建设平台，建立吸
引社会资本投入的市场化机制，采购基于效果付费
的最优环境服务。

岳塘区政府与永清环保集团合资组建的“湘潭
竹埠港生态治理投资有限公司”，将承担关停企业厂
房拆除、遗留污染处理、对污染场地修复、整理，以及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用3到5年的时间对区域
重金属污染分期分片进行治理。

竹埠港老工业区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位于
湘潭岳塘区境内。80年代被国家确定为优先发展的
14个精细化工基地之一。 由于长期的化工生产，该
区域企业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特别是重金属污染
离子对湘江、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实施方案》中，明确将竹埠港作为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治理七大重点区域之一。2011年8月竹埠港
地区开始化工企业关停工作。目前，省委、省政府要求
关停的28家企业中，已有27家企业签订关停协议，26
家已经停产，17家企业通过了关停验收，4家企业完
成征收。金天能源、湘潭电化集团两家上市公司将在
10月1日前关停；其中金天能源已在望城铜官加快新
厂建设， 湘潭电化集团已在湘潭锰矿启动新基地建
设，12月份第一条生产线将投产。 关停26家企业后，
该区域的环境污染将大大减轻，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秦慧英 通讯
员 文彬）今天上午，2014年全省汽车电
子产业合作对接会在长沙召开。 省经信
委主任、党组书记谢超英表示，此次对接
会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牵线搭桥”、企
业“登台唱戏”的模式，推进行业了解，加
强企业互动， 助推我省汽车与电子信息
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跨界融合、 创新发
展、合作共赢。

电子信息产业与汽车产业是我省近
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两大产业。2013年，
我省汽车产业规模达1514亿元， 电子信
息产业更是突破2000亿元大关。 汽车电
子产业作为这两大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
产业，同样拥有广泛的市场前景与发展潜
力。不过，与发展迅猛的汽车产业相比，我
省汽车电子产业还处于发展培育期，远远
没有跟上汽车产业发展的步伐。“按目前
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占整车成本的最低

比例20%测算，省内汽车电子产品需求至
少在300亿元以上，但去年我省汽车电子
企业产值规模却仅百亿元。”谢超英介绍。

会议透露，我省汽车电子企业与关
键零部件企业、整车企业之间缺乏沟通
对接的平台，由于信息不对称，“买家不
知卖家，卖家不知买家”的情况相当普
遍，很多整车企业经常舍近求远前往外
地采购，与此同时，很多零部件企业也
经常无法进入本
地 大 型 终 端 企
业， 本地配套率
低， 没有形成上
下游互相带动、
产业链协同发展
的局面， 造成了
严重的资源浪费
和成本压力。

此 次 对 接

会， 来自比亚迪等17家整车企业与纽
曼、贝影电子等42家汽车电子及电子信
息企业同台对接，省经信委还组织部分
汽车电子企业进行座谈，了解合作意向
和需求，行业内40多家企业做了产品宣
传推介。通过对接会，供需双方彼此相
互认识、交换信息，企业对产品配套项
目、承接加工能力要求等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好评。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 周文奕） 为了准备
生育第二个孩子， 越来越多的准妈
妈在第一胎时选择自然分娩， 从而
降低了社会因素导致的高剖宫产
率。记者今天从省妇幼保健院获悉，
我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半年，该
院剖宫产率较去年同期下降6.5%。

“孕产妇对自然分娩不了解，加
上怕痛、缺乏信心等社会因素，在没
有医学指征的情况下也要求剖宫
产，导致剖宫产率居高不下。”省妇
幼保健院产三科副主任唐雅兵主任
医师介绍，今年3月份实施“单独两

孩”政策后，明显感觉到要求剖宫产
的待产孕妇少了， 主动提出要自然
分娩的多了。 数据显示， 今年3至8
月，该院分娩量为5819人，较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18.6%，但剖宫产率较去
年同期下降6.5%。

据悉， 目前我国每两个新出生
的宝宝中，就有一人是剖出来的。世
界卫生组织2010年的调查报告指
出， 我国的剖宫产率高达46.2%，居
世界首位。 省妇幼保健院大产科主
任游一平提醒，随着国家“单独两
孩”计生政策的落实，我国前期过高
剖宫产率导致的后遗症正在不断显

现，如前置胎盘发病率的升高、子宫
破裂的发生等， 严重危害到产妇和
新生儿的生命， 近年来也越来越受
到产科工作者的重视。

专家提醒， 第一胎是剖宫产的
女性在怀第二胎时， 在孕12周以前
应到医院做B超检查，了解孕囊与子
宫瘢痕的关系， 如果是疤痕部位妊
娠，要注意有没有胎盘植入。前置胎
盘就像播种， 种子一撒下去就固定
在那里，目前的医疗技术没法纠正，
孕妇在妊娠期注意不要剧烈运动，
加强产检， 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
摄入，有出血时及时到医院就诊。

加快融合创新 保持高速增长

湖南晋身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新10强

汽车电子产品需求逾300亿元
全省汽车电子产业对接会召开

“单独两孩”促剖宫产率下降剖宫产的少了
自然分娩的多了

９月 ２８日晚 ，
市民在观看摄影
作 品 展 。 当 天 ，
《She＇s小而美·长
沙女摄影师4人联
展》在长沙科佳摄
影城开幕。展出李
婷婷、 唐文静、秋
曦、萝萝四位女摄
影师不同风格的
作品４０多幅。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紧接1版） 重点林区县要在森林防火紧要期颁布禁
火令， 在重点林区道口设立临时性的森林防火检查
站，特别要加强对森林防火重点时段、重要部位的巡
查守护。要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各级要结合本地
实际，建设专业、半专业和应急森林消防队伍以及群
众性森林消防队伍。 要完善应急准备， 进入防火期
后，各类森林消防队伍要整装待发，储备足够的森林
防火物资，做到有备无患。要科学及时扑救，一旦发
生火灾，各级政府和森林防火指挥部要迅速反应，做
到“打早、打小、打了”。

孙金龙强调， 要切实加强森林防火的组织领
导，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抓好森林防火资金物
资保障，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督查，确保森林防火工
作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