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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戴勤 通讯员 李芳 ） 28日10
时22分， 一架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起飞的南航班机飞抵邵阳武冈机
场， 标志着邵阳首座民用机场正式
通航。 14时25分， 一架载有157名
旅客的国航航班从北京飞抵武冈，
标志着武冈机场首条定期航线开
通。 副省长张剑飞出席机场通航仪
式并看望慰问建设者。

邵阳武冈机场是国家武陵山片

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项目， 是湖
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重
点项目， 定位为开通民用定期航班
的国内旅游支线机场， 兼顾保障抢
险救灾和通用航空业务发展， 是我
省投入使用的第7座民用机场。 机
场有1条2600米跑道， 一座航站楼，
4个C类机位站坪。 机场飞行区等级
为4C， 可保障空客320、 波音738
及以下机型起降。

从28日起， 武冈机场将每天开

通一趟武冈往返北京的定期航班；
拟于7月开通飞往长沙、 张家界、重
庆等地航线。

在上午举行的通航仪式上，张
剑飞指出，邵阳环境优美，生态条件
良好，尤其是城步、绥宁、新宁、武冈
等地旅游资源丰富。 邵阳武
冈机场的开通，为当地旅游
开发打开了一扇飞向世界
的窗口，将极大促进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张剑飞强调， 机场运营是一项
长期的任务， 相关运营部门要始终
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把
邵阳武冈机场运营好、管理好、维护
好，努力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美丽
的支线机场。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邓晶琎

6月28日清晨， 邵阳武冈市，淅
淅沥沥地下着雨。

坐落在海拔460米高山上的邵
阳武冈机场，经过雨水的滋润后，显
现出一派清丽婉约， 蕴满希望的模
样。

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机场通航是
邵阳最为振奋人心的大喜事，820万
邵阳人民热情高涨， 冒雨前来观看
首航仪式的群众络绎不绝。 从早上8
时许开始， 在武冈城区通往机场的
道路上，就开始人流涌动。 不到一个
小时， 整个机场外就站满撑着伞的
人群，黑压压的一片，俨然成了“伞
的世界、人的海洋”。 他们从邵阳各
地走来，共同目睹激动人心的时刻。
家住武冈市迎春亭街道办事处同宝
村3组78岁的张明安老人， 和老伴6

点钟就起了床，带着11岁的孙女，坐
了4公里车来到武冈市城区，然后不
辞劳苦又步行4公里到达机场。

10时25分， 新建的邵阳武冈机
场雨雾弥漫， 一架蓝白相间的班机
穿越雨雾中的云层， 从天空中俯冲
而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稳
稳降落在机场跑道上。 顿时，航站楼
两边山头上， 撑着雨伞紧盯飞机的
人群不禁高呼：“来了，来了，飞机来
了！ ”

这架由长沙飞往邵阳武冈机场
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8673次航
班班机， 完成了邵阳武冈机场正式
开通后的“处女航”。

这一天，对亲眼目睹通航的人
来说， 心中充满的都是欢乐和兴
奋。 虽然没有高悬的彩球， 没有垂
挂的条幅， 但简朴的通航仪式同样
被热腾腾的气氛烘托得像最隆重的

节日。 整个候机大厅内， 人头攒
动， 民航系统的人来了， 机场建设
指挥部的人来了， 旅游企业的代表
来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愿
景， 就是见证机场通航这一神圣的
时刻。

“我们艰苦奋斗了5年，终于迎
来今天这个邵阳820万人民共庆的
喜日子， 感觉特别激动、 也特别自
豪！ ”邵阳武冈机场建设协调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李金松说起来眼睛都
有些红润了。

上午10时58分左右， 邵阳武冈
机场正式通航，此刻，整个仪式现场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邵阳人民圆
梦了，千百年来的“飞天梦”在这一
刻变成了现实。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介绍，邵
阳武冈机场是湘西南首座、我省第7
座民用机场， 它的建成通航完善了

邵阳“铁公机”现代立体交通网络，
为邵阳以及湘西南地区旅游发展和
经济建设， 开通了一条快捷的空中
通道。

机场通航像一块磁石， 之所以
能在这一天把四面八方的群众吸引
过来， 是因为他们把未来邵阳的发
展和自己的愿景连在了一起。

在武冈市区开商店的刘陆军，
一早放下店里的生意赶到了机场。
这位在武冈土生土长的汉子， 对机
场通航有他自己心里的“小九九”：
“机场开通了，武冈会引来外面的很
多游客，人多了，自己的生意自然就
好做。 ”

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中学
教书的陈晓茅夫妇， 中午就赶到了
机场。他们乘坐下午3时10分由武冈
机场首飞北京的CA1392次航班飞
往北京。 他们的子女都在北京工作，
以前要去长沙乘飞机去北京， 至少
得花5小时以上的时间， 现在方便
了，40分钟就可赶到武冈机场。“家
门口坐飞机的感觉倍儿爽。 ”陈晓茅
喜笑颜开。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蒋
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杨贤
勇）今日上午，邵阳武冈机场正式通
航。 在紧邻机场的武冈市都梁文化
城， 第三届武冈美食节同时拉开大
幕。

武冈市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
名为“中国卤菜之都”。 千年都梁古
城美食丰富，武冈卤菜、武冈米粉、
血酱鸭、 血酱铜鹅等特色美食声名
远播。 由武冈市政府主办，湖南湘菜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湘菜报）承办

的这届美食节， 致力打造武冈美食
文化品牌， 吸引优秀餐饮企业入驻
武冈都梁文化产业园区， 带动临空
片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方便往
来乘客品尝武冈美食。

活动现场分为十大特产、 十大

名吃、十大名菜、十大名厨4个展区。
在十大特产展区，百年老店“老许记
老牌卤菜” 买卖兴隆。“这个味道
好！ ”游客刘小凤在试吃了几块老许
记卤豆腐后， 一口气买了十来袋卤
菜，说是要带回去给家人品尝。

本届美食节对评选出来的十大
特产、十大名吃、十大名菜、十大名厨、
十大名店进行了颁奖。 活动主办方介
绍，对获得十大特产、十大名店的企业
和个人，政府将在政策、项目、资金等
方面给予支持，助推武冈餐饮业向特
色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

据悉，近年来武冈市大力扶持、
发展武冈美食产业， 其中武冈卤菜
畅销全国各地， 总产值由2007年的
5000万元攀升到2016年的28亿元。
借助卤菜的发展壮大， 接近20万人
从事大豆、 铜鹅、 肉牛等特色种养
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左
丹）今天，记者从山东大学湖南招生
组获悉， 该校今年在湖南预计招收
（含不退档和自主招生）130人，高于
往年。 参照往年录取情况，文科610
分、理科589分录取希望很大。 山东
大学承诺服从专业调剂进档不退
档。

山东大学在湖南招生计划总数
为126人。 其中文史类23人(去年23
人)，理工类77人（去年73人），艺术类

9人，体育类5人，贫困专项12人。 山
东大学在湖南以1∶1.05的比例进行
投档， 录取原则是只要专业服从调
剂，进档不退档。 再加上有提前批自
主招生等名额， 最终在湖南录取人
数估计会超过130人。在专业志愿方
面，山东大学实行按大类招生。 专业
（类）分配按照“分数级差”的原则进
行，专业级差为2∶1∶1∶0∶0。 山东大学
专业志愿调剂只在湖南的招生计划
大本上所列各专业间进行调剂。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得意 欧阳武力）6月28日上
午，由国家旅游局主办的中俄红色旅
游大型交流活动———千人自驾赴俄
游，在长沙橘子洲景区启动。

为促进中俄红色旅游文化交流
合作， 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
国家旅游局在今年6月至9月开展千
人自驾赴俄游活动。 6月28日分别
在湖南长沙、 陕西延安举行千人自
驾赴俄游发车仪式。 一批自驾车队
将在7月至9月陆续赴俄开展自驾
游。 这次湖南发车仪式由省旅发委
承办， 长沙市旅游局、 省自驾游协
会协办。

“这已是我省连续3年组织参加
中俄红色国际自驾游活动。”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任陈献春说，这对推动形
成从毛泽东故乡到列宁故乡的红色
旅游国际精品线路，发挥旅游业综合
功能，助力湖南对接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介绍，我省红色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全省红色旅游景点310个，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和精品线路均位居全
国前列。 2015年、2016年我省已连续
举办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
动。 今年9月，结合纪念秋收起义90周
年，中俄双方将在浏阳市举办第三届
中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 中
俄双方入境旅游快速发展。 去年我省
接待俄罗斯游客3.5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6%；湖南通过旅行社组团赴俄罗
斯游客同比增长72.27%。

邵阳武冈机场通航

邵阳，离世界近了
———武冈机场通航侧记

美味飘香“中国卤菜之都”
武冈市举办第三届美食节

� � � � 6月28日10时22分， 一架从长沙黄花机场起飞的南航班机在邵阳武冈机场降落， 标志着武冈机场正式通航。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高考招生关注

山东大学承诺

服从专业调剂进档不退档

千人自驾赴俄游在长发车
我省已连续3年组织参加中俄红色国际自驾游活动

荨荨（上接1版①）
在楼下村党总支部专题组织生

活会上，李微微说，农村党支部是落
实党的方针政策的最末端， 是联系
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是农村社会治
理的最前沿。 要像吸铁石一样把党
员、群众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不断激
发内生动力， 才能使党的政策措施
落地，使社会帮扶见效，使群众持续
得实惠、有获得感，使村里能够持续
发展。

“市县乡党委要加强对村党支
部‘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化的指
导。”李微微说，推进“两学一做”常

态化制度化，要落实基本制度，坚持
“三会一课”，把“两学一做”作为“三
会一课”的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坚
持下去； 把支部主题党日作为重要
载体， 让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成为一
种习惯和自觉，增强党员归属感，增
强党组织凝聚力。

李微微强调， 要切实抓好党员
的经常性学习教育， 使党员时刻牢
记党员身份，坚持理想信念；牢记第
一要务，当好发展的带头人；牢记党
纪国法，增强底线意识；牢记群众利
益，公道正派处事；牢记成风化人，
树立文明新风尚。

荨荨（紧接1版②） 修改完善与县乡
人大工作和建设相关的地方性法
规； 召开全省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
建设经验交流会，总结成绩，交流经
验，进一步推动工作。

主任会议研究了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议程 （草
案）、省人大常委会农村扶贫开发条
例执法检查方案（草案）、关于《省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况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省人民政
府 〈关于全省脱贫攻坚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省人民政府
〈关于2016年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以及2017年环境
保护目标计划安排的报告〉》的审议
意见。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作的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组织宪法宣誓仪式工作
细则》《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组织宪法宣誓仪式工
作细则》情况的汇报。

会议还研究了《湖南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新闻发布办法（草案）》。

荨荨（上接1版③）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指导所联系贫困县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 尤其是村支
两委班子建设和党员队伍
建设， 大力推动村集体经
济发展， 增强村级服务功
能。

推动贫困地区全面协
调发展。 推动脱贫攻坚与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业园科技园创新园培
育、 创新驱动发展， 以及
分管领域内工作等结合起

来， 帮助所联系贫困县提
升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
平。

防范与处置重大涉贫
事件。 指导所联系贫困县
建立重大涉贫事件处置反
馈机制， 加强政策宣传与
引导， 化解突出矛盾， 及
时处置重大涉贫舆情、 群
体性事件和重要信访个
案。

据悉， 我省目前有34
名省领导联系指导34个贫
困县。

从28日起， 武冈机场将每天开通一趟武冈往返北京的定期航班
拟于7月开通飞往长沙、 张家界、 重庆等地航线

资江煤业集团矿井透水

126名被困矿工成功脱险
� � �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肖功勋）27日，资江煤
业集团矿井发生透水涉险事故，被
困井下的126名矿工安全脱险。 今
天，省安委办紧急下发通知，要求煤
矿企业进一步落实好汛期安全生产
值班值守制度和矿领导带班下井制
度，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停产
撤人。

6月27日20时17分，资江煤业集
团矿井突发透水事故，126名矿工被
困。 事故发生后，矿井值班领导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 对矿井实施紧急撤

人、全井断电措施，2小时后，被困矿
工成功升井，全部脱险。

省安委办认为，目前正值汛期，
煤矿安全生产压力增大。 对水文地
质条件复杂、 矿井周边积水情况不
清的煤矿，要逐一清点，列出名单，
停止井下生产。

省安委办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
吸取教训， 立即对煤矿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 督促煤矿企业严格
落实“防突（瓦斯突出）”措施和防水
措施，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要立即停
产撤人，确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