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刘
银艳）瓷都醴陵迎来发展新机遇。记
者今天从省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17（醴陵）国际陶瓷产业
博览会将于9月28日至30日在株洲
醴陵举行。

本届瓷博会将设立6个展馆
1350个展位， 展区面积达3万平方
米，目前已收到国内外各陶瓷主产
区500余家陶瓷企业的参展计划，
涵盖了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工业
陶瓷、陶瓷新材料新技术、陶瓷装
备等陶瓷产业；有陶瓷专家、签约
代表、 参展客商等8000余人参加，
预计现场成交额将超1亿元， 协议

成交额将达7亿元， 参展观众将达
12万人。展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
陶瓷产品展览展销、 挑战吉尼
斯———世界最大瓷器拼图、经典再
造·当代国际陶瓷设计邀请展暨当
代国际玻璃艺术邀请展等19项主
体活动。

醴陵是世界釉下五彩瓷的原产
地， 陶瓷产业已有2000余年历史，
目前电瓷和日用瓷产量分别占全球
的1/3和1/10。此次瓷博会的举办地
醴陵正全力打造的中国陶瓷谷，是
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战略性
产业项目，基础投资200亿元，占地
面积14.3平方公里。 本届瓷博会以

“中国陶瓷谷·五彩新醴陵”为主题，注
重博览、论坛与交易相联合，文化、科
技与产业相融合，通过打造品牌展会，
助推醴陵陶瓷产业转型升级， 争取打
造出一批拥有国际知名品牌、 拥有较
大影响力和较高市场份额的陶瓷产业
集群， 在未来3至5年实现年均12%的
增长，在2020年达到陶瓷产业千亿发
展目标。

本届瓷博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指导，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省商务
厅、省贸促会和株洲市政府联合举办，
醴陵市政府承办。

发布会当天， 还举办了醴陵陶瓷
磁浮专列始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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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黄道兵） 中央环保督察
期间， 一批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被
关停。 企业整改后需达到哪些条件
才能复产？ 常德市环境保护委员会
专门出台了配合中央环保督察期间
停产停工企业复产复建监督管理办
法，明确了监管要求和复产标准，取
得了较好成效。日前，省配合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组将常德做法
转发各市州， 要求各地对关停复产
企业严格把关，防止污染反弹。

7月26日， 常德市对按“三个一
样”标准验收复产的几家企业杀了个
“回马枪”。由市环境监察支队牵头组
成的督查组，来到澧县华峰锌业有限
公司。检查发现，该厂投资150万元更

换膜芯的废水处理系统正在正常运
行，碱洗车间以及原材料堆放处防尘
处理到位，车间无异味。随后，督查组
来到临澧柯恩饲料有限公司。该公司
5月7日因群众举报燃煤锅炉超标排
放被责令停产整治， 在停产期间，完
成了锅炉改造工程，由烧煤改为烧生
物质燃料。现场监测显示，锅炉烟气
各项指标均达标排放。

扎牢环境监管的“篱笆”，常德
市对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停产停工企
业复产复建提出了“三个一样”的要
求， 即复产复建的核查行政组成部
门与停产停工的查处行政组成部门
一样， 复产复建把握的政策标准与
督察组进驻期间停产停工整治整改
的政策标准一样， 停产停工整治整

改与核查复产复建的责任义务一样。
企业只有过了“三个一样”关，方可复
产复建。

省配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
络组要求， 各市州要制定或完善有关
恢复生产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 严格
把关；对达不到整改要求，擅自恢复生
产的，要依法严肃查处；对责令取缔关
闭企业必须依法取缔关闭到位， 擅自
恢复生产的要依法实施强制关闭，并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污染反弹；涉嫌污染犯罪的，要依法
移送司法机关。

截至7月24日， 我省2137家环保
督察期间被责令停工停建企业中，有
730家经整改后复产复建，有887家正
在整改，还有510家经核查后被关闭。

确保被关停企业整改到位
全省2137家被责令停工停建企业，已有730家整改后复产复建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 女性旅客在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过安检有了专用
通道。今天，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女性
安检通道正式启动，通行该通道的开
包、搜身等安检由女性安检员完成。

上午10时，位于长沙机场候机
大厅的15号安检通道处，十几名女
性旅客排起了长队。一块标识有“女
性旅客检查通道” 的粉色底板赫然
醒目。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介绍， 根据
规定， 女性旅客只能由女安检员进
行人身检查。 而常规安检通道由于
男女混排， 导致女性旅客连续过检
时，男性安检员只能从旁等候，影响
过检效率。为提升旅客过检效率，提
高机场服务品质， 长沙机场在安检
区域新增设女性旅客安检专用通
道，既更好保护了女性旅客的隐私，
又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目前，长沙机场共有16条安检

通道，除了普通旅客安检通道外，6号、
7号安检通道为军人优先过检通道，8
号为老、弱、病、残、孕专用安检通道。
女性旅客安检专用通道位于15号通
道。 机场还新增了14号无行李旅客安
检通道。

按计划， 长沙机场还将逐步推出
全流程无纸化电子通关服务，即购票、
值机、扫码过检、登机整个流程仅需手
机操作即可，为旅客提供从“家门”到
“舱门”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

15号安检通道，女性旅客长沙乘机专用
开包、搜身等安检由女性安检员完成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黄利
飞）湖南上市公司2017年中报披露今
日拉开序幕，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率先发布半年度业绩报告。数据显示，
2017年1至6月，因铜价较去年同期上
涨26.3%， 主要从事电线电缆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金杯电工，实现营业
收入15.96亿元， 同比增长21.1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93.75
万元，同比下降9.6%。

金杯电工在公告中称， 今年上
半年，公司海外布局迈出重要一步，

线缆主业扎实推进；“核心零部件制
造+新能源汽车运营” 布局稳步推
进，产业链日渐完善。

公司同日宣布，鉴于九安在线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九信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尚处于筹建初期， 其设
立尚未获得中国保监会的核准， 公司
经综合考虑未来发展战略及项目实际
情况，决定终止参与九安人寿、九信人
寿的发起设立事宜。

记者查询得知，2015年7月金
杯电工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亿元，

联合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发起人设立九安人寿；2016年
12月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7亿元，联合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发起人设立九信人寿。 两个拟设立的
公司， 主营业务皆是承保各种人身保
险业务。

截至目前，九安人寿、九信人寿尚
未成立，公司也未实际出资。金杯电工
表示，终止参与发起设立九安人寿、九
信人寿， 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
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9项主体活动，观众将达12万人
2017（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9月底举行

湘股2017年首份中报出炉
金杯电工营业收入15.96亿元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邹
靖方） 记者今天从湖南电信获悉，
在今日举办的“第九届天翼智能生
态产业高峰论坛”上，中国电信董
事长杨杰表示，中国电信将在9月1
日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
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随后，中国联

通和中国移动今天也相继宣布，今
年9月1日起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
游费。

7月25日，工信部新闻发言人、
总工程师张峰曾表示， 关于取消手
机国内长途漫游费工作， 工信部按
照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力争提前实

施的原则，持续推动3家基础电信企业
加快工作进度。

而在今年3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三大运营商表示，今年10月1日起
将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三
大运营商今天的一致行动比预期计划
整整提前了1个月。

记者先后联系湖南移动、 湖南联
通、湖南电信相关负责人，对方均表示
相关政策与措施将于近期落地湖南。

9月1日起取消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
相关政策与措施将于近期落地湖南

7月27日，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凤凰县麻冲乡
老洞村，72岁的贫困户麻吉
选正在荷花田中采摘莲蓬。
2015年起，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驻村帮扶工作组来到该
村，实施“合作社+农户”模
式推广种植荷花，带动村里
45户贫困户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生态扶贫
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