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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孙振华
通讯员 冯冰辉)18日，岳阳林纸股份有
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近
23亿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其中9.34
亿元用于收购浙江凯胜园林市政建设
有限公司100%股权， 其余用于补充企
业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岳阳林纸
收购凯胜园林后,将成为国内首个具有
央企背景的园林公司， 形成“造纸+园
林”双主业格局。

今年3月30日， 岳阳林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岳阳林
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核准该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55亿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2.94亿元。

岳阳林纸作为国内最早实施“林纸
一体化”的企业，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
和运作经验，其传统主业中自营林木资
源与园林业务形成良好协同效应；凯胜

园林拥有多项建筑工程资质，在风景园
林领域知名度较高。 并购完成后，岳阳
林纸将形成“造纸+园林”双主业格局，
传统产业迈开转型升级新步伐。

本次定增完成后，凭借凯胜园林的
运营资质以及岳阳林纸控制人中国诚
通集团强大的国资运营试点背景和央
企平台优势，岳阳林纸与地方政府对接
PPP项目时将更为顺畅，具备明显的平
台竞争优势和能力。 本次定增完成后，
将进一步提升岳阳林纸的运行水平，加
速壮大企业的经营规模，符合企业战略
规划及发展需要，符合企业以及全体股
东利益。

岳阳林纸此次定增发行对象包括
控制人中国纸业、 骨干员工持股计划、
外部战略投资人、 园林民营企业家，充
分体现了国企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推进
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机制创新的改革
方向；通过战略转型，提升企业发展质
量和效益。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鹏飞） 湖南山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高原型轻
型运动飞机“Aurora� SA60L-T”，正式
获得中国民航局型号设计批准书，证明
其安全性设计符合适航标准规定，填补
了我国在高原固定翼轻型飞机领域的
空白。 今天，山河航空产业株洲基地举
行了颁证仪式。

随着通用航空发展， 通航飞机使用
需求已渗透到全国各个地区。 我国幅员
辽阔，高原较多。“轻型固定翼飞机和直
升机，在通航飞机中占绝大多数比例，是
通航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机型。 但一般
轻型飞机只适合低海拔起降、飞行，到高
原地区会发生‘高原反应’。 ”山河科技副
总经理邓宇介绍。

为发展高原通航作业，2015年7月山
河科技立项开展“Aurora� SA60L-T”
研发。该机型沿用了山河科技自主研发

的首款轻型运动飞机“Aurora� SA60L”
的气动外形及主体结构，但将自然吸气
发动机更换成涡轮增压发动机，通过改
进进气、供油、涡轮增压控制以及发动
机参数监控系统、着陆系统等，提高整
机高海拔性能。

2016年8月，“Aurora� SA60L-T”
在云南省曲靖市某高原机场进行了审
定试飞， 于海拔1860米环境中完成20
多项试飞科目， 在最大起飞重量配置
下，起飞距离仅230米，着陆距离仅260
米，最大巡航时速210公里，各项性能参
数均符合安全标准。

“‘Aurora� SA60L-T’整机飞行性
能优越、操控性优秀，完全能满足高海
拔区域飞行要求，对促进我国高原地区
通航产业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民航中
南局适航审查组组长梁海明表示。

“Aurora� SA60L-T”研发期间就
已经获得订单。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得意） 今天是
我国第7个“中国旅游日”，主题
为“旅游让生活更幸福”。 5月19
日上午，2017年“中国旅游日”
湖南省分会场暨中国旅游融媒
体“红色旅游扶贫湘东行”系列
活动在长沙启动。 本次活动由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各市
州旅游局（委、办）承办。

在我省东部， 大湘东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串起的是一条刻
满红色记忆的绿色走廊。 罗霄
山红色旅游区、 罗霄山南岭风
景道被列入国家《“十三五”旅

游业发展规划》。
5月19日至24日，来自全国

近20个省市的媒体人组成的中
国旅游融媒体“红色旅游扶贫
湘东行”采访团从长沙出发，用
7天6晚的时间， 走访大湘东沿
线的长沙浏阳市，岳阳平江县，
株洲醴陵市、茶陵县、炎陵县，
郴州汝城县，以红色旅游+旅游
扶贫为主题， 重点宣传推广大
湘东旅游资源和产品。

省旅行社协会、 省旅游饭
店协会现场分别向省旅发委递
交了《企业文明诚信经营公开
承诺书》，全省“百优工匠”导游

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共同
倡导行业自律、诚信经营，倡议
公众文明旅游。

据悉，“中国旅游日”前后，
我省共推出百余项旅游惠民措
施， 其中怀化市所有A级景区、
永州市所有3A级以上景区于5
月19日当天对所有游客免票开
放。

“红色旅游进校园———最
美红色游记” 湖南省中小学生
征文活动当天同时启动， 面向
全省中小学生征集以湖南境内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写作对象
的游记。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上午，开福区商务
楼宇等级评定新闻发布会及授
牌仪式举行。北辰时代广场、华
创国际广场、泊富国际广场、华
尔街中心、绿地中心、开福万达
广场等6个项目的12栋商务楼
宇脱颖而出， 被评定为开福区
首批甲级商务写字楼。

商务楼宇被誉为“立起来
的开发区”。 近年来，开福区高
度重视现代服务业和楼宇经济
的发展， 楼宇逐渐成为开福导
入产业、聚集人气、提升商气的
重要载体， 楼宇经济成为开福

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招商引资
的主阵地、招才引智的主平台。

为了促进开福区的商务楼
宇更加精品化、 专业化、 国际
化，今年3月，开福区成立了商
务楼宇等级评定委员会， 邀请
了行业专家、大学教授、协会会
长等构成专家小组。 通过资料
申报、明察暗访，从规划设计、
室内环境、 设备设施、 物业服
务、招商运营等多方面，对全区
入市运营一年以上的高端商务
楼宇进行等级评定。

开福区委副书记、 区长刘
拥兵介绍，目前，开福区有“千

万元楼宇”15栋，“亿元楼宇”9
栋，截至今年底，开福区建成交
付的5000平方米以上的商务
商业楼宇将达144栋，希望通过
此次楼宇等级评定， 来推动楼
宇经济供给侧改革， 用高品质
的楼宇吸引高品质企业入驻，
助力打造长沙“楼宇经济样板
区”，真正实现“北富开福、商务
坐标”。

据了解， 开福区还有华创
国际、新湖南大厦、富兴等一批
高档商务楼宇正蓄势待发，未
来将成为“亿元楼宇”的新地
标。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金慧） 今天上
午，第15届中部(湖南)糖酒食品交易会及
葡萄酒、 烈酒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来自国内外的近800家企业参展，共设
展位1000余个，展示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近年来，湖南糖酒会展会规模与参展企
业逐年递增。本届展会设高端白酒、国际葡萄
酒、烈酒、食品饮料、食品机械等展区，其中葡
萄酒、食品饮料展区规模较上届增加32%。

这届糖酒会将持续至5月21日， 将举
办23场高端论坛、会议等活动，包括2017
中部葡萄酒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湖南站、
2017湖南省食品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第二
届中国（长沙）酒类电商发展高峰论坛等。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实
习生 王鑫）“帮我找下最好吃的日料” 随着
一声令下，电视屏幕上已显示出几家有名的
日本料理餐馆资料。 17日，中信国安广视联
合百度度秘在长沙启动“广电+人工智能”落
地仪式，百度度秘事业部副总经理葛云飞的
现场演示，让嘉宾体验了一回如何利用人工
智能的自然语言交互能力和学习能力，看电
视，用电视，玩电视。

此次落地的人工智能机顶盒（G-1）
及语音智能遥控器， 具备自然语言交流、
语音搜索、语音控制、语音点播，图像识
别、问询服务等领先行业的多项功能。

为使人工智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提升
用户大屏使用体验， 此次落地地区的用户，
将“零费用享受人工智能”。也就是说长沙国
安G-1用户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前往营
业厅便可领取融入百度度秘人工智能的语
音遥控器，全新体验到人工智能的魅力。

岳阳林纸步入
“造纸+园林”双主业
募集资金近23亿元，部分用于收购凯胜园林

国内首款高原型轻型运动飞机
获型号设计批准书
山河科技填补了我国在高原固定翼
轻型飞机领域的空白

第15届湖南糖酒会开幕

广电人工智能场景
落地长沙

智力扶贫，让贫困百姓心头“亮起来”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缩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内部
政策落差，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贫
困地区同步小康，扎实推进农村扶贫
供给侧改革……”近年来，围绕精准
脱贫，一批党外人士调研成果进入中
央、省委决策视野。

这是一场脱贫攻坚智力风暴。
建议诞生，如蝴蝶振翅，影响层层传
递。 建议内容或被吸纳写入有关政
策，转化为顶层设计，或直接推动相
关部门具体工作的执行， 最终落地
为贫困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5月19日，记者采访了部分党外
人士，请他们讲述“脱贫攻坚智力风
暴”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扶贫亮点】
全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围绕中共湖南省委、省
人民政府关于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
的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和扶贫政
策落实，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
策，实施民主监督。其中省本级提交
调研成果62项；通过民建中央等推
动国家发改委出台武陵山片区区域
发展和扶贫开发规划， 为推动湖南
37个县市区进入武陵山片区区域
发展规划范围作出了积极贡献。

【扶贫故事】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党派在行动

今年4月， 民进中央、 民进湖

南省委组成调研组， 来到保靖县，
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扶贫资金精准使用、 小额
贷款的发放是调研组聚焦的两个
重点问题。” 民进湖南省委专职副
主委马石城参与此次调研。

过去一年多来， 马石城参与
的类似民主监督调研有上十次，
足迹遍布全省贫困地区。

“民主党派做脱贫攻坚民主监
督， 是助力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举动。” 马石城说。 在实地调研监
督的过程中， 看到了湖南脱贫攻坚
取得的成绩， 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中有政策执行上的， 也有政策层
面的， 需要从国家层面来统筹考虑
解决。

扶贫政策的不均衡是马石城
在调研中感触最深的一个问题。
他举例说明： 相邻的两个村， 一
个是贫困村， 一个是非贫困村，
贫困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村的贫
困户， 得到的自上级、 社会各界
的扶持待遇肯定是不一样的， 甚
至所享受的政策也有可能有差异，
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均衡。 从
大一点的范围来说， 湖南和贵州
相邻的地区， 他们所享受的扶贫
政策也是不均衡的。

马石城介绍， 针对调研中发
现的这些问题， 都形成了建议书。
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进一步推动了湖南脱贫攻坚工作。

旅游扶贫无需 “高大上”
“油菜花很常见， 但开在长

沙郊区的油菜花和开在悬崖顶上
的油菜花， 美感是不一样的， 对
旅游者的吸引力也不一样。”

无党派人士、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教授许春晓从事区
域旅游研究多年， 走过许多地方，
看过许多美景， 也见过许多与美
景伴生的贫穷。 多年以来， 他也
在观察和思考， 如何将旅游与扶
贫有效结合。

花垣县排料乡金龙村是一个
“悬崖上的苗寨”， 村庄在900多
米的高山之巅， 四周是陡峭悬崖，
寨与寨之间隔崖相望， 鸡犬相闻，
如果要互通往来， 却可能要花上
一整天。

如何把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
转化为脱贫动力？ 2015年， 省旅
游局委托中合慧景 （长沙） 规划
设计院为金龙村量身打造旅游扶
贫规划。 许春晓和同事也参与了
策划工作。 许春晓对其中“崖顶
帐篷节” 的规划创意十分满意。

“帐篷节并不是什么了不起
的创意， 但是结合金龙村的独特
环境， 就很有吸引力， 加之投入
少， 容易操作， 便于金龙村村民
举办， 这样的旅游扶贫规划很对
路。” 许春晓教授认为， 旅游扶贫
规划， 更应该求实， 不宜做大项
目开发， 而是要因地制宜， 让当
地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焕发出魅
力，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深入调研，
许春晓教授和湖南省旅游研究院
的多位专家教授及部分研究生组

成的课题组， 系统研究我省旅游
扶贫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最终形
成调研报告 《“旅游+” 扶贫模式
及其优化方向》， 提出了“旅游+”
精准扶贫的十大模式， 并给出了
“旅游+” 扶贫模式的4大优化方
案， 在2015年度各湖南民主党派
省委、 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
政议政调研成果专题汇报会上，
向省委进行汇报， 得到高度肯定，
相关建议被采纳。

【扶贫经验】
致公党省委专职副主委向佐

谊：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
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亲密友党的
民主党派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我们要积极响应中共湖南省委、
省政府的号召， 把聚力脱贫攻坚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 积极践行智力扶贫，
为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
李虎： 助力脱贫攻坚 ， 是各民
主党派围绕中心 、 服务大局的
职责所在， 也是各民主党派彰
显优势、 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 ， 省市统战部门积极引
导民主党派发挥人才荟萃 、 智
力密集 、 联系广泛的优势， 围
绕脱贫攻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有
力的智力支持。

———全省统一战线聚力脱贫攻坚实践纪实之三

中国旅游融媒体
“红色旅游扶贫湘东行”在长启动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段凯）5月18日， 我国首次海域
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世界
最强超深水钻井平台“蓝鲸一号”承担
此次试采重任，华菱衡钢高压泥浆用管
成功应用于该钻井平台，为此次试采任
务助力添劲。

天然气水合物是资源量丰富的高
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
略制高点。 这次成功试采，对促进我国
能源安全保障、优化能源结构，甚至对
改变世界能源供应格局，都具有里程碑
意义。 据了解，南海神狐海域的天然气
水合物， 属于泥质粉砂型储层类型，该
类型资源量在世界上占比超过90%，是
我国主要的储集类型， 这是我国首次、
也是世界第一次对该类型资源实现安
全可控开采。

此次试采作业，大量国产化装备成
功投入应用。“蓝鲸一号”是由中集集团
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设计建
造的“大国重器”，也是世界最大、钻井
深度最深的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可

适用于全球任何深海作业，代表了当今
世界海洋钻井平台设计建造的最高水
平。

华菱衡钢是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来福士公司前期建
造的多个自升式钻井平台，均采用华菱
衡钢产品。鉴于华菱衡钢海工用管以往
的良好业绩和优异性能，此次“蓝鲸一
号”采用了其规格为114.3×19.05mm、
材质为4130的高压泥浆用管，该产品应
用于钻井平台的高压泥浆泵系统，在耐
高压、耐腐蚀性能上要求很高。据悉，即
将交付的“蓝鲸二号”同样采用了华菱
衡钢多个规格的高压泥浆用管，这充分
体现了华菱衡钢的技术优势和产品优
势。

据悉，华菱衡钢海工用管研发能力
日益提升，正成为海工用管“国产化”的
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 公司的X100Q、
X80Q高钢级海洋桩腿用管已应用于全
球首座R-550D型自升式钻井平台、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TZ400”自升
式钻井平台。

“蓝鲸一号”
高压泥浆用管湖南造
华菱衡钢助力我国首次可燃冰试采

12栋写字楼获“甲”级殊荣
开福区首次发布商务楼宇等级评定

与健康
“签约”
5月19日， 湘西经济

开发区双河社区，居民与
吉首市乾州街道卫生服
务中心签订《吉首市卫生
服务中心家庭（乡村）医
生与居民签约服务协议
书》。签约后，卫生服务中
心将为居民家庭建立健
康档案，提供医疗、预防、
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计
划生育指导“六位一体”
的免费服务。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

� � � � 5月17日10时许，桂阳县上空出现鱼鳞云。 鱼鳞云在气象学上称为“透光高积云”，
是指天空有规则的、空隙大的大范围云层。 欧阳常海 摄

美丽鱼鳞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