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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采石场灰土飞扬， 进料口未设防护
栏，作业面超高开采……

9月14日， 省安委会派出的暗访组
进入双牌县南岭采石场时，现场看不到
喷灌除尘设施的影子，采石场内灰土飞
扬，开采作业面明显超高。在进料口，一
辆大卡车正在卸料，一名工人就站在进

料口边，十分危险，现场既未安装车辆
防护栏，也未设置人员隔离带，禁采区
内危石裸露。暗访组在采石场寻找了40
分钟，没找到现场施工管理员，更没看
到设计图纸和相关标识。随后，暗访组
将发现的安全隐患交办给双牌县安监
部门， 并紧急约谈采石场法人代表，责
令限期整改。

省安委会此次下派暗访组， 重点检查

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工作落实情况。
在此前安全生产专项督查行动中，

督查组曾发现双牌县阳明学校项目部施
工现场管理混乱、证照不全；双牌县海特
燃气有限公司储气站避雷针不合格等安
全隐患。为此，督查组当面交办给了当地
政府， 省安委会也以书面形式进行了交
办。 此次暗访组在对这两家单位进行回
查暗访时发现， 两家单位虽对存在的安

全隐患进行了整改，但尚不彻底，个别安
全隐患仍然存在。 暗访组在约谈两家单
位相关负责人的基础上， 再次向当地安
监部门进行了交办。

省安监局非煤矿山管理处处长汪东
告诉记者，此次暗访一旦发现有整改不力、
政令不畅通、工作不负责、措施不落实的部
门和单位，省安委会将提请地方党委政府
从严从快进行事前问责。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通
讯员 王琴 记者 李伟锋 )今
天， 嘉禾县坦塘工业园的铸
造企业与当地电力部门集中
签署工业节能暨电能替代协
议， 国网湖南节能公司通过
合同能源管理方式， 将各企
业的燃煤熔炉更换成电熔
炉， 而企业不用另外掏一分
钱。

郴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桂建华介绍，2016年， 坦塘
工业园所有铸造企业将全部
完成电熔炉改造，届时“没有
烟囱的嘉禾铸造业有望真正
实现绿色发展”。

嘉禾县铸造业发达，素
有“江南铸都”之称，现有铸锻
造企业300多家，大部分集中
在坦塘工业园。铸造企业最常

用的燃煤炉，设备简单，对环
境污染特严重。国网郴州供电
公司主动上门服务，大力实施
“电能替代”工程，用电熔炉替
代现有燃煤熔炉，推动工业节
能减排。为此，该公司投资近1
亿元为园区配套新建一座
220千伏变电站，新建10千伏
线路26千米， 确保工业园电
力可靠供应。

“电熔炉温度稳定，产品
质量明显提升， 出厂价格比
原来高了三成”。此前完成电
熔炉改造的亚新铸业有限公
司尝到了电能替代的甜头，
公司经理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原来3吨的燃煤炉改为了
电熔炉后， 年设备维护费用
减少4万元，公司可节约人工
10万元。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
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周红）今
天， 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获
悉， 武广高铁新区已由大拆
违、大拆迁，进入大建设期。
不日有关部门还将带着项
目， 前往北京举行招商推荐
会。

据介绍，目前武广片区实
现腾地1090亩， 预期年底前
片区还将完成3900亩的腾地
任务。2016年预期腾地9800
亩。 北京招商推介会上将有
26个项目推出， 项目涉及高
铁新城武广片区、湖南省工业
机器人产业示范园、湖南健康
产业园、 雨花电子商务产业
园、 长沙市雅塘片区综合改

造、红星商圈综合改造、跳马
片区开发、城中村改造、棚户
区改造等九大板块，可供开发
用地面积约为10222亩，总投
资约1501.6亿元。

据悉，众多项目中，最值
得期待的包括阿里创客+雨
花创业孵化基地项目、 永清
环保研发中心项目等。 阿里
“创客+”，目标在于打造中国
最大的互联网创业平台。“创
客+”将联合百亿资金，提供
从开发组件、分发推广、办公
场地、 前后期投资到云服务
资源的系列创业扶持， 也囊
括了创投对接、创业指导、税
收减免、开发组件、分发推广
等软性服务。

安全生产曝光台
———省安委会 湖南日报举办

省安责险防灾防损办协办

双牌南岭采石场安全隐患多
省安委会暗访组紧急约谈法人代表

燃煤炉改电熔炉 治污节能尝甜头

“江南铸都”
两年后无烟囱

武广高铁新区
26个项目将赴京招商

总投资1501.6亿元9 月 14
日 ， 城步苗
族 自 治 县 ，
建设中的第
二期国有林
场棚户区改
造 项 目 。 该
工程规划面
积12万平方
米 ， 总投资
3.76亿元，预
计 2017年上
半 年 竣 工 ，
目前已建好
1500 多 套 ，
完 成 投 资 2
亿余元。

严钦龙
戴龙柱 摄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省安委会通报了我省8月份的生产
经营性事故情况。8月份， 全省共发生各
类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383起， 死亡53
人，受伤119人，直接经济损失958.6万元，
同比事故起数减少81起， 死亡人数减少
47人，受伤人数减少197人，直接经济损
失减少1698.6万元。

其中，工矿商贸领域事故死亡20人，
同比减少10人，下降33.3%。煤矿、金属与
非金属矿山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分别减少
5人、2人， 冶金机械等8大项事故死亡人

数与去年同期持平，建筑业、烟花爆竹、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未发生亡人事故。生
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死亡16人， 同比
减少33人；铁路运输事故死亡14人，同比
持平；水上交通未发生亡人事故。农业机
械事故5起，无人员死亡；渔业事故1起，
死亡3人（性质待定）。

今年1至8月， 全省发生各类生产经
营性安全事故3026起，死亡528人，受伤
1548人， 直接经济损失20517.4万元。同
比事故起数减少204起，下降6.3%；死亡
人数减少129人，下降19.6%；经济损失减
少2293.5万元，下降10.1%。发生较大事
故24起，死亡107人，同比事故起数持平，

死亡人数增加3人。
我省将组织开展以危险化学品和

易燃易爆物品为重点的全行业应急救
援培训和实战演练，不断提高职工逃生
自救、科学施救能力；切实加强旺季烟
花爆竹安全监管，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好转。

8月湖南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383起
同比减少81起

（上接1版）
成立仪式上，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分别

与湖南云鼎互动传媒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高新支行、湖南三湘四水食品有限公司、湖南米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长沙赤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橘云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这批战略合
作项目涉及摇周边智慧城市、金融战略投资、瓶装水、
3D全景网络、微信直播、无人机等领域。湖南日报新媒
体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称， 合作双方旨在通过强强联
手，建立基于新媒体、新技术的商业新模式，创建富于
互联网气质的新型传播产品，以实际行动助推我省“互
联网+”战略落到实处。

中电软件园总经理夏利锋认为，“新湖南+”， 是指
“新湖南”客户端可以与园区现有的游戏、导航、无人
机、智能硬件等优势产业融合发展，为移动互联网企业
提供零距离服务；而“+新湖南”，则意味着园区现有的
产业可“+”上“新湖南”客户端这个大平台，提升园区移
动互联网产业的内生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宋建武作了题为
《媒体融合的三个关键———我国媒体融合的战略与策
略》的精彩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