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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是我省传统优势出口
商品。长沙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
至8月， 全省出口烟花爆竹19.4亿元，
同比增长9.46%； 出口平均价格1.46
万元/吨，同比上涨2.12%。全省有烟
花爆竹出口实绩的企业达183家，出
口额过亿的企业3家。

眼下，欧美国家正为迎接圣诞节
大量准备节庆商品，我省烟花爆竹进
入出口高峰期。然而，烟花爆竹出口
企业却叫苦不迭： 由于出口通道受
阻，湖南烟花爆竹出口物流运费短期
内激增，令出口生意做成了“赔本生
意”，一些企业甚至无法按时交货，未
来可能引发大量退货问题。

起因：
天津港爆炸事件改变

烟花出口中转制度

我省烟花爆竹出口主要依靠水
路运输。1至8月， 全省经水路运输出

口的烟花同比增加6.62%， 占同期出
口总量的98.7%。

目前，湖南烟花爆竹水运出口只
有三条通道：

通道一是从省内水运到上海港
转海轮运输到达国外。这一通道承担
了我省约80%的烟花爆竹出口。

通道二是从省内公路运输到广
西北海港， 通过支线船转运到香港，
再二次转运到达国外。这一通道运费
成本远远高于通道一，且受气候影响
更大，因此，只承担了我省约12%的烟
花爆竹出口。

通道三是从省内水运至江苏太
仓中转到宁波，再从宁波转海轮运输
到达国外。这一通道耗时最长，全省
只有不到10%的烟花爆竹出口走这一
通道。

天津港危化品爆炸事故发生后，
上海港、北海港堆存烟花爆竹集装箱
的危险品堆场于8月25日起停止危险
货物作业，对已有危货进行清理，9月
14日后，虽然重新打开了烟花爆竹出
口通道，但实行“不进堆场、不落地”
的新中转制度。

后果：
企 业 成 本 激 增 可 能

“赔本赚吆喝”

长沙海关表示，经向全省烟花爆
竹出口企业了解， 9月14日后， 我省
出口烟花爆竹的大型集装箱平均每
个增加了1000美金左右的物流运输
费用。

由于我省出口烟花爆竹大部分
是贴牌生产，产品附加值低，出口利
润较微薄，物流成本的激增导致不少
为完成今年圣诞订单的烟花企业面
临“赔本赚吆喝”的困境。

此外，以美国为主的美洲国家是
我省烟花爆竹出口第一大市场，而南
美航线船少，发船间隔长达半个月到
一个月；船期长，通常需要38至60天
才可抵达目的国。受到上海港、北海
港危险品堆场停止作业以及新中转
制度影响，我省部分烟花爆竹出口企
业延误了九月预定的船期，没能按时
交货，这可能引发大量退货。

浏阳达瑞烟花有限公司的员工

表示，出口美国的“圣诞季”烟花爆竹
也必须在11月前完成交货， 因此，尽
快畅通出口通道已成为燃眉之急。

呼声：
拓宽出口通道

浏阳长城烟花有限公司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 在当前的困境下，企
业都指望政府、口岸、企业能进行合
作，通过拓宽出口通道，从根本上解
决我省烟花爆竹出口受阻的问题。

实际上， 在已有的出口通道中，
从宁波港中转出口并未受阻，关键是
存在时间过长、 运输成本太高的问
题。这位负责人认为，如果能开通湖
南至宁波的烟花爆竹铁路运输，开辟
铁海联运新通道，将有效解决出口通
道不畅的难题。

此外，广东南沙港、盐田港距离我
省烟花生产区运输距离都比较近，而
且运输通畅，回程货物充足，集装箱利
用率高， 如果打通从广东出口烟花爆
竹的通道， 我省烟花爆竹出口成本将
大幅降低、物流时间会明显缩短。

孙振华

朋友在湖北恩施的利川市买
了套养老房。架不住其热情邀请与
诱人描述， 前不久利用公休假，到
此小住了几天。

利川好在哪？
利川夏天温度也就20多度（摄

氏），整个县城几乎看不到空调。
气温低， 农作物生长期长；低

温不利于蚊虫生长，农作物基本不
需打农药 ，当地大米 、蔬菜口感相
当棒。

境内高山峡谷遍布，森林植被
茂密，负氧离子丰富 ，风景名胜众
多。

高铁开通后 ，东达武汉 ，西达
重庆，出行极为方便……

但几天住下来，感到“赏心”并
不 “悦目”———县城就像一个妆扮
俗气的大美人， 脸上敷满脂粉，穿
着大红大绿： 市容市貌不敢恭维；
整个县城就像一个大工地，60多家
房地产开发商， 在建楼盘达100多
处。

当地有识之士谈起利川县城
休闲养老地产发展的“乱象”，可谓
痛心疾首，连连叹息。

近年，看好休闲养老地产诱人
的发展前景，一些生态环境优良的
地区，吸引了各路淘金资本 。由于
规划缺失 ，项目一哄而上 ，对当地

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影响。如以富
含负氧离子闻名海内外的广西巴
马 ， 近年由休闲养老地产发展过
快 ， 已影响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

旅游界有言 ，“观光没有目的
地，只有休闲才有目的地。”一些原
生态地区要成为旅游目的地，最大
的本钱便是绝版资源。其魅力不是
热闹 ，而是清净 ；其吸引游客的不
是大富贵 ，而是小清新 ；不是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而是蓝天净土、有
机环保。

为此，以生态环境见长的地区
发展旅游产业，宜选择全域旅游模
式，强化整体规划，追求精雕细刻；
不宜急于求成、立竿见影。

我省生态环境良好的城镇也
不少，都有可能成为休闲旅游时代
难得的目的地。 桂东尤受人青睐。
其海拔较高，植被茂密，冬暖夏凉，
负氧离子丰富， 出产生态环保；随
着平汝 、厦蓉高速通车 ，出行条件
大为改善。不少资本对此地旅游资
源开发已是“虎视眈眈”。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旅游资
源开发不是大干快上“大开荒”，应
摒弃掠夺式开发，特别要避免将旅
游资源开发演变成变相的房地产
开发 。应牢记 ：自然禀赋就是最大
的价值 ， 世外桃源就是最大的魅
力。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张颐佳）
长沙万家丽高架快速路将于国庆节
通车。 作为长沙第一条城市快速道，
其交通监控系统也是其亮点之一。今
天，长沙市有关方面介绍，为确保全
路段安全快捷， 该路首创使用5大智
能系统， 实现全天候无盲区智能化、
信息化监控管理。

监控5大智能系统包括高清电视
监控、车辆检测、交通违章检测、信息
诱导、入口匝道控制等。全线共设置
33台高清网络视频全方位摄像机，按

间距500米左右设置一个， 上下行交
错布置，并加强对立交区域、出入口
等重点区域的监视，实现无盲区全覆
盖，通过最直观的视觉观察，及时发
现和处理各种交通事件。全线还设置
了80个车辆检测断面，可检测路面各
车道车流量、 车速、 道路占有率、车
距、排队长度等情况，并具有交通事
件检测报警等功能。在快速路主线选
取较危险的弯道及容易超速的平直
路段，以平均5公里左右间距，全线设
置了6个检测断面， 抓拍违章超速车

辆。
同时， 在主线福元路入口、主

线湘府路入口分别设置大型可变
信息标志，用于地面道路进入万家
丽高架快速路主线诱导信息发布。
在快速路出口匝道上游，设置了13
块F型中型可变信息标志， 用于区
域局部交通诱导。 在高架快速路9
个平行匝道入口及3个立交匝道入
口处，设置智能交通信号及交通信
息预警，以保障快速路主线交通畅
通。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李箐箐) 9月26日，中联重科
履带式起重机ZCC3200NP再度亮相
江苏田湾核电站，成功起吊世界最重
核电薄壳穹顶———4号机组穹顶，实
现了国产3000吨级履带式起重机在
核电领域的深度应用。

中联重科ZCC3200NP， 是国内
最早下线、最早完成试验并取得合格
证， 也最早成功应用于核电施工的
3000吨级履带起重机， 去年12月20
日首次完成核电建设“第一吊”。9月
26日早上6时56分， 在田湾核电二期
工程4号机组现场， 全场的目光再度

聚焦在中联重科ZCC3200NP履带式
起重机身上。 在完成起吊、 变幅、行
走、 落钩等一系列动作后， 不到2小
时，就将直径44米、穹顶全高22米、总
重量将近500吨的穹顶平稳吊离地
面，顺利、精准、出色完成田湾核电站
4号机组穹顶吊装。

实现大吨位履带吊的自主研
发并成功应用，是衡量起重机制造
企业是否具备核心创造能力的重
要指标。中联重科ZCC3200NP除了
两次在田湾核电站成功实现吊装，
更于今年上半年在石岛湾核电站
完美起吊。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负

责人表示：“通过三年多的各种测
试以及两个核电工程实际使用，证
明我们在这一领域已经能够与国
际巨头一较高下。”

2009年，为满足我国三代核电
建设对起吊设备的更高要求，中联
重科开始立项研发 ZCC3200NP履
带起重机。 经过120余名研发工程
师的日夜攻关，在多项关键技术上
获得了创新与突破，获得自主知识
产权50余项， 发明专利20余项，在
突破了国产重型履带吊车设计瓶
颈的同时，更有力推动了行业技术
的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9月26日，衡阳市政府对耒阳市
煤矿进行安全生产督查， 发现不少
问题。一些煤矿本来应该是关闭的，
但依然在非法生产， 个别煤矿甚至
利用排干的井作为生产矿井。 安全
隐患举目可见、触目惊心。其中，龙
塘镇江头煤矿瓦斯浓度最高超过
4%，逼近爆炸临界点。

衡阳市政府副厅级干部胡水龙
告诉记者， 一旦江头煤矿井内瓦斯
浓度超过5%，可能随时发生瓦斯爆
炸。

这天上午，在江头煤矿，督查组
发现其监测监控室内安全监控大屏
长时间不能显示， 有5个分站、13个
传感器出现故障没有修复。同时，人
员定位系统运转不正常， 早班显示
下井人数有11人， 但带班矿长在人
员定位系统上没有显示。 而令人震
惊的是，今年9月1日至4日，该矿井

下出现3次瓦斯超限，最高浓度超过
4%。督查组立即要求煤矿停止井下
作业，恢复监控系统，问责到底。

随后，督查组发出通报，通过近
期对耒阳市21个煤矿开展的安全督
查， 共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65处，其
中重大安全隐患4处。重大隐患主要
表现在，部分煤矿通风、供电系统不
完善，瓦斯管理制度执行不严，安全
监控系统和人员定位系统运转不正
常，矿井防治水措施执行不严。

针对耒阳煤矿安全生产隐患多
的问题， 胡水龙说：“坚决不要带血
的煤炭，这是衡阳市委、市政府鲜明
的态度、不折不扣的决心。”胡水龙
表示，耒阳煤矿安全生产要落实“一
岗双责、党政同责”的岗位职责，牢
固树立安全红线和底线意识， 对隐
患整改依法采取挂牌督办、 停产整
顿、提请关闭等强有力措施，及时督
促企业隐患排查到位、整治到位、消
除到位。

2015年我省高校新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98项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左丹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
厅获悉，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公布了《2015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审结
果》，我省高校共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1098项， 占全省
立项总数的96.4%，资助金额达
4.96亿元 ， 占全省总经费的
95.9%。

近年来， 湖南省大力支持
高校开展重大项目攻关， 积极
鼓励高校科研人员把握科学前
沿、 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
社会重大需要开展深入创新研
究，取得了良好成绩。此次新增
的109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中， 国家创新研究群体1个，
重点项目12项 ， 面上项目 527
项，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3项，国
家优秀青年7项， 青年基金522
项，专项基金1项，国家重大科
学仪器研制项目1项 , 天元联合
基金1项，应急管理项目1项。全
省高校获得项目数前三名依次
是，中南大学401项、湖南大学
165项、国防科技大学131项。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何平 蒋运国）昨日15
时许， 一趟从贵阳飞往杭州的南航
CZ6381航班上，乘客李先生突然心
肌梗塞，航班紧急备降长沙。经长沙
市八医院的全力抢救， 旅客已脱离
生命危险并于今日出院。

昨日14时53分，CZ6381航班从
贵阳飞往杭州。航班起飞后不久，乘
客李先生突然出现头晕、胸闷、脸色
苍白等症状。 吸氧后， 情况并无好
转。

获悉李先生的情况后， 机长立

即决定备降最近的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16时，CZ6381航班在长沙落地。
经地面医护人员的简单治疗， 李先
生被救护车快速送往长沙市八医院
进行救治。

经全力抢救， 李先生已脱离生
命危险，于27日出院。据同行人员反
映，李先生属于突发性心肌梗塞。

CZ6381航班在长沙重新补油
后， 于17时26分再次起飞前往杭
州。 虽然航班晚点约1个半小时，
飞机上其他乘客均表示理解和支
持。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周
月桂）边看电视边淘宝，将电视剧中
的同款商品收入囊中； 通过语音遥
控，可切换出频道、电影、商品、游戏
等；内置无线WIFI，将家庭所有的智
能终端连接在一起……这是湖南省
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今天发布的一款智能机顶盒———
“家盒”，给湖南人带来的电视革命。

作为“客厅文化”曾经的绝对主
角， 互联网时代的电视正变得更为
智能、多元、有趣，以图夺回自己被
互联网侵占的阵地。“家盒” 是国内
首个一体搭载4K高清、语音遥控、边
看边购、 家庭WIFI功能的智能机顶

盒， 开启了广电网拥抱互联网的先
河。

“家盒”高清智能机顶盒是湖南
有线与阿里巴巴、 印纪湘广三方合
作的产物， 在湖南有线原有直播视
频服务的基础上， 引入来自阿里巴
巴家庭娱乐服务平台， 用户可以享
受到国内外主流影视作品、 全球
TOP10游戏公司游戏、少儿教育、淘
宝购物、支付水电煤费等服务体验。

“家盒其实不是一种商品，而是
一种智慧生活的方式。”湖南有线集
团总经理王志林说，“家盒” 计划在
未来两年内，覆盖湖南有线电视600
万用户，其中2015年度铺设50万台。

省文联携手潇影
送电影进军营
湖南日报9月27日讯 （记者

陈薇 ）昨天下午，为丰富部队官
兵生活，促进军民关系，潇湘电
影集团有限公司携手省文联在
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大礼堂
共同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红色电影《受降前夕》部
队点映活动”，省文联主席谭仲
池出席。

据了解，电影《受降前夕》
是国家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重点影片之一。影
片选取1945年8月21日芷江受
降前夕为叙事背景， 讲述了八
路军特派员、 国民党官兵以及
爱国人士为保证芷江受降仪式
的正常进行， 共同粉碎日军好
战分子妄图破坏芷江受降仪式
的阴谋， 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
的英勇故事。影片选材独特，情
节扣人心弦， 艺术地再现了中
国人民不屈不挠、不畏牺牲，团
结一致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和
英雄气概， 是一部特别的抗战
题材影片。影片由周琦、马德林
联合执导，宋禹、牛军、黄精一、
黎心韵等领衔主演。

活动现场， 武警湖南总队
直属支队约1300名官兵集体观
看了影片。

经济视野

上海港、北海港堆存烟花爆竹集装箱的危险品堆场实行“不进堆场、不落
地”的新中转制度,�我省出口烟花爆竹的大型集装箱平均每个增加了1000美金
左右的物流运输费用,不少企业面临“赔本赚吆喝”的困境———

湖南烟花出口亟须拓展新通道

谈经论市

大开发并非“大开荒”
———旅游归来话旅游之二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江头煤矿瓦斯浓度逼近爆炸临界点———

耒阳煤矿安全生产隐患多

“家盒”将引发湖南电视革命
湖南有线与阿里巴巴、 印纪湘广三方合

作的产物，为国内首个搭载4K高清、语音遥
控、边看边购、家庭WIFI功能的智能机顶盒

乘客心肌梗塞 航班紧急备降

中联重科起重机刷新纪录

成功起吊世界最重核电薄壳穹顶

5大智能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交通事件

全天候无盲区监控万家丽快速路

9月27日，一些大学生创业者在创客书店读书。首届岳麓山大学城创客周9月26日至30日在长沙启动。活动包括：设
立创客书店、创客大讲坛、岳麓读书会、创客女神评选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罗中宝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