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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

在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
中， 有组数字特别亮丽———在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中， 通过互联
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9倍，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和
餐费收入分别增长51.8%和1.7倍。

湖南人爱网购，不仅仅是商
业销售业态的改变，更重要的是
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激发出活力。近年来我国电子商
务发展迅猛，不仅创造了新的消
费需求， 引发了新的投资热潮，
而且电子商务正加速与制造业
融合， 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催
生新兴业态 ， 成为提供公共产
品 、公共服务的新力量 ，成为经
济发展新的原动力。

这些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
以及多种平台的诞生，电子商务
已是如鱼得水，尤其对一些中小
企业而言，电子商务为其提供了
与大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提供
了大量市场机会，为中小企业带
来了直接、 间接和潜在的效益。
而中小企业则根据自身的特点，

选择适当的方式参与电子商务，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环境，以更低
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湖南本
土一家以生产制造美容面膜的
企业“御泥坊”，就是借助电子商
务为自己赢得了先机，实现了传
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电子商务的快速崛起，印证
了 “互联网+” 所具有的神奇魅
力 。相对不高的准入门槛 ，无限
广阔的网络覆盖，这些天然优势
给了“万客创业”肥沃的土壤。去
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
业不减反增，这里面固然有简政
放权、 商事制度改革的功劳，从
新兴业态角度而言，电子商务的
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湖南网上商品零售呈井喷
式增长的背后，正是电子商务带
动实体经济发展，激发经济活力
的表现 。毫无疑问 ，电子商务正
在成为拉动我省经济保持快速
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和引擎，
而电子商务所创造的经济活力
也将吸引更多的 “创客 ”投入到
其中，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新
生力量。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刘炜 曹纯曦）7月20日23时45
分，华能岳阳电厂#6机组在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后，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再
次并网发电。这也是我省首台实现超低
排放的超超临界机组。

总装机超过250万千瓦的华能岳阳
电厂，是我省最大火力发电厂。其中，#6
机组是目前我省仅有的两台60万千瓦
超超临界机组之一， 于2012年核准投

运。今年5月，岳阳电厂投资1亿元对该机
组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将其排放标准在
原有基础上再提升一个档次。

由国家环保部修订、于2014年7月1
日起执行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对火电厂运行中产生的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限
值作了比以往更为严格的要求，被称为
“史上最严排放标准”。该《标准》将京津
冀等地区列为执行火电新排放标准的

“重点地区”，包括湖南在内其他地区则
为“非重点地区”。对“非重点地区”每1
标准立方米大气中排放的废物含量限
值稍微宽松， 分别为烟尘不超过30毫
克、二氧化硫不超过100毫克、氮氧化物
不超过100毫克。

对超超临界机组，其排放要求更加
严格， 每1标准立方米大气中烟尘不超
过10毫克、 二氧化硫不超过35毫克、氮
氧化物不超过50毫克。

此次超低排放改造中， 该厂采取
烟气协同治理技术路线， 对脱硫系统
进行增容提效改造， 对锅炉进行低氮
燃烧器改造和安装低温省煤器， 其大
量采用的新技术、工艺和设备，确保其
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
准内。经改造后，该机组在原有减排量
的基础上，每年还可减排烟尘200吨以
上、 二氧化硫1650吨以上、 氮氧化物
500吨以上。

电子商务激发活力无限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
红将全市15位各级党组织的书记代表请
到市委，围绕“新常态下如何当好党组织
书记”主题面对面座谈。他勉励大家，勇于
担当责任， 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有”、“四种人”的重要指示精神，展示
推进“四个全面”的新作为新风采。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发展，关键在
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一把手。”他说，当前，
长沙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期，面对“新常
态”我们要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长
沙落实，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各级党组织

书记责任重大、使命神圣，必须对党和人民
无限忠诚，践行心中有党、心中有责、心中有
民、心中有戒的要求，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
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毫
无保留去奉献，义无反顾勇担当，交出“如何
当好党组织书记”的优异答卷。

易炼红要求，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
作风建设新常态和从严治党新常态，要
坚持忠诚为要， 锻造坚如磐石的政治品
格；要坚持实干为上，展示舍我其谁的责
任担当；要坚持爱民为怀，涵养植根于心
的公仆情怀；要坚持管党为基，带出风清
气正的班子队伍。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通讯
员 胡乃程 记者 刘文韬）7月16
日至17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明华在永州调研，了解库区移
民安置情况，走访了部分省人大
代表。

徐明华首先来到江华瑶族
自治县， 实地察看了该县四联
移民安置点和东田镇移民安置
点、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和水
力发电枢纽建设项目， 详细了
解移民安置规划、 移民安置补
偿、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进
度等情况。 他叮嘱当地政府既
要高度重视全县移民安置规
划，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切
实维护移民权益， 又要注重工

程建设质量， 强化库区工程项
目管理， 努力克服移民安置工
作压力较大、 资金不足和工程
建设难度较大等困难， 确保移
民安置工作和水库扩建工程安
全稳步快速推进。此后，徐明华
还考察了该县工业园区建设，
并走进恒津、 九恒等企业了解
生产经营情况。

在祁阳县，徐明华来到县人
大常委会机关，实地察看了该县
人大“代表之家”、县人大常委会
会议室等，询问县人大工作开展
情况，并与黄春华、吕乐两位省
人大代表进行了交谈，勉励他们
认真履职尽责， 主动联系群众，
积极为群众利益发声。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黄乙珊） 今天的国防科技大
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校园里，上演
着同一个主题。2015年青少年高校科学
营湖南分营在三校同时开营。 来自江
苏、广东、内蒙古及湖南等10省区的600
多名学生营员，开始为期一周的科学之
旅。 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李宁及何继
善、姚守拙院士等出席了开营仪式。

据悉，由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主办
的 2015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暑期在全国50所重点高校相继开
营。承办湖南分营的三所高校，今年
都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南大学将推出最新科学营活
动版块“神奇的建筑———A4纸模大
赛”，孩子们分组协作，利用胶带、尺
子、铅笔等工具，在规定时间内把一
定数目的A4纸搭建成建筑模型，进
行承重实验，感受科技的神奇。

国防科技大学安排营员们参观了
“天河二号”计算机机房、“北斗”项目科
研成果， 并观看脑电波控制机器人表
演。 接下来还将参观本科生创新实践
基地，并到物理实验室进行科学探究。

湖南大学安排的“模拟联合国大
会”、“科学研究体验计划”等活动，注
重培养营员们的综合素质。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罗闻）在湘工作、学习、生活的外
籍人士和有高端医疗需求的国内患者，
就医有了新选择。今天，由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联
手打造的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开业。副
省长李友志、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出席
开业典礼并讲话。

目前，国际病友在我省就医过程中存
在语言和就诊模式不同，导致难以保留完
整的医疗记录和规范的门诊病历，加之很
难与国际商业保险对接，带来不便。据悉，
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拥有门诊、内科综合

病房和外科综合病房各一个， 床位36张，
以湘雅医院院内资源为支撑，通过引进国
际先进的管理和服务理念，致力于为在华
工作、学习、生活的外籍人士和有高端医
疗需求的国内患者提供国际一流水准的
医疗服务。

据介绍， 国际医疗部实行全预约门
诊，并且采取自主定价，报省物价局备案
的方式，遵循“用者自付”的原则，不能使
用国家推行的几大医保， 但能与商业保
险对接。 所得净收益将全部用于反哺医
院的公共医疗服务， 保证湘雅医院作为
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开营

切实维护库区移民权益
徐明华在永州调研

湖南首台超超临界超低排放机组投运
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国家标准

易炼红与长沙各级党组织书记代表座谈强调

展示推进“四个全面”新作为新风采

满足外籍人士及高端医疗需求

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开业

7月21日，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粮油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农民在用收割
机收早稻。 今年， 该区14万余亩早稻田全部种植优质稻并且全程机械化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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