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经济·文教05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晓玲

笑声阵阵， 古戏声声。 9月6日上午，
“笑满三湘”湖南省文艺家走进泸溪县浦市
千年古镇，举行专场爱民、亲民、惠民文艺
扶贫暨全域旅游活动周启动仪式， 文艺名
家们齐聚浦市，演出的相声、杂技等剧目，
获得3万多慕名而来的观众经久不息的掌
声和激情喝彩。

常德武陵区文化馆带来的常德丝弦
《又唱农村新事多》，曲调清新活泼，语言通
俗易懂，深受群众青睐。

著名相声演员大兵、黄荣与史雅欣带来
的相声《赛诸葛》，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引
得观众一片欢呼，场内外游客争相抢镜抓拍。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与戴志诚
演出了《欢歌笑语》，在诙谐幽默的调侃中
与观众互动，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现场一位来自辰溪县的观众对记者说；

“好看，好看，名家就是名家，现场听相声感
觉跟从电视里看的完全不一样，真妙。 ”

浦市古镇是省文联精准扶贫的联系
点， 文艺家们通过演出展示泸溪县扶贫脱
贫的新成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起到了极
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2015年初，省文联选派优秀干部组建
扶贫工作队， 深入浦市镇都歧村开展扶贫
工作。两年多来，省文联依托浦市古镇旅游
扶贫，积极发展特色乡村文化旅游，突出文
艺优势和造势， 探索具有特色的文艺扶贫
新路子，深受当地百姓点赞。

“作为文艺志愿者，应该多到偏远地区
为老百姓演出，看到了群众的笑脸，听到观
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们再辛苦都是值
得的。 ”姜昆老师激动地说。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张巧云 黄泽玺）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今日发布，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
长沙机场客流量再创新高， 累计完成旅客
吞吐量431万人次，同比增长8.1%。

暑运期间， 飞往北京、 海口、 重庆、
三亚、 厦门方向的旅客占据黄花机场客流
量前列。 其中， 长沙飞北京航线累计始发
旅客达14.8万人次， 长沙飞上海航线累计
始发旅客达12.8万人次， 增幅明显。 重
庆、 三亚、 厦门、 成都等传统旅游热门城
市客流也有较大增幅。

据黄花机场介绍， 暑运期间， 湖南机
场集团加大了与航空公司的沟通与合作，

积极拓展航空市场， 完善航线布局， 将黄
花机场的过夜航班数量由32架增至45架。
各航空公司纷纷加大运力投放， 相继开通
了至开罗、 阿斯旺、 胡志明市、 巴淡岛、
沙巴岛等国际航线和香格里拉、 九寨、 秦
皇岛、 敦煌、 保山、 连云港等国内旅游热
门航线。

为更好服务旅客出行， 黄花机场还创
新服务举措， 推进“智慧机场” 建设， 新
建了18条智能边检查验通道和12条自助
查验通道， 安检引入“人脸识别系统”，
自助值机设备增设至60台， 并推出全国
首家登机全流程无纸电子通关， 旅客乘机
更方便快捷。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
天，“阿里巴巴9·6拿货节” 在1688.com上
拉开帷幕。 这是今年秋季B2B平台最大的
一场活动。 湖南共有200家优质企业入驻，
预计活动期间线上销售额将超5000万元。

为迎接秋季采购旺季， 阿里巴巴发起
了这场大型促销活动， 从8月30日开始预
热，将持续1个月。

活动期间， 阿里巴巴通过诚信通湖南
授权渠道推广商（湖南思洋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筛选和推荐，岳阳思之味食品、湖南
章鸭子食品、长沙义珍供应链食品、岳阳永
和食品、宁乡梦享时代食品、长沙高桥万果

汇食品、长沙高桥熊小妹食品、湘潭老农派
湘莲、常宁谷佳茶叶、湖南中安茶业等10
家湖南本土实力企业参与了此次活动。

本次阿里巴巴1688平台大促销活动，
湖南商家上架产品涵盖了特色食品、 生鲜
水果、母婴玩具、日用百货、机械五金等。其
中， 梦享时代食品公司交易金额已超150
万元，章鸭子食品、岳阳永和食品、万果汇
食品、 熊小妹食品等销售额百万商家已经
诞生，多数小微企业也在今日突破10万销
量， 预计整个活动期间将带动湖南商家线
上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线上线下整体交
易规模将突破1亿元。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李晓鹏）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第
十一届会员大会近日在长沙召开。 会议选
举产生了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第十一届
理事会理事， 选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周有颖为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
长， 选举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分公司总经理李学军等8人为第十一届
理事会副会长， 选举张在新为第十一届理
事会秘书长。

周有颖从推动加快行业发展、 服务经

济社会建设， 切实加强外部协调、 维护行
业正当权益， 完善行业自律机制、 规范保
险市场秩序， 切实加强诚信教育、 规范从
业人员管理， 加大保险宣传力度、 提升行
业形象地位，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提升协
会履职能力等6个方面， 部署安排了第十
一届理事会工作。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是湖南保险业
的自律性社会团体， 成立于1998年， 会
员单位包括55家省级保险分公司、 58家
保险中介机构、 13个市州保险行业协会，
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彭展 徐亮亮） 近日， 中国石化巴陵
石化向外宣布， 该公司已建成投产国内首
套年产2万吨热塑橡胶SEPS （氢化苯乙烯
/异戊二烯共聚物） 工业化装置， 聚合加
氢单元首次投料开车取得圆满成功。 这标
志着巴陵石化成为全球第三家采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工业化生产SEPS
的企业， 填补我国SEPS产品研发生产的
空白， 打破美国和日本企业长期垄断的局
面， 在热塑橡胶成套技术创新研发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

SEPS是有“绿色橡胶” 美誉的热塑
弹性橡胶SIS加氢后的高端环保“升级版”

产品， 不但保留了SIS优异的应用性能，
还在产品耐热、 耐光及耐热氧等抵抗环境
因素的能力方面有显著提高， 在透明性、
弹性方面更优。 它可作为确保通信电缆、
光缆防潮、 绝缘及信号稳定的填充膏， 可
广泛用于医疗、 电绝缘、 食品包装以及复
合袋的层间黏合， 并在金属与塑料黏结上
有独到之处， 还可用于眼镜及其他光学材
料， 具有良好的透明性、 柔韧性及抗冲击
性。

SEPS自上世纪80年代实现工业化生
产以来， 全球只有美国和日本各一家企业
有该产品供应， 我国SEPS产品全部依赖
进口， 价格高昂。

黄花机场暑运客流创新高
完成旅客吞吐量431万人次，同比增8.1%；旅客主要
飞北京、海口、重庆

笑满浦市 名家荟萃
———“笑满三湘”泸溪县文艺扶贫专场速写

�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通讯员 徐敏
记者 余蓉） 近日， 2017瑞萨杯全国大学
生电子设计竞赛在全国31个赛区同时进
行， 我省2所高职院校获得一等奖。 其中，
湖南铁道职院收获2个一等奖， 居全国高
职高专组第二、 全省第一。 长沙民政职院
获得1个一等奖。

本届竞赛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工业

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主办， 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组委会承办， 瑞萨电子(中
国)有限公司协办。 竞赛始于1994年， 今
年是第13届。 本届竞赛命题涵盖了从基
础到综合应用等多个领域， 有来自全国的
1066所院校、 共计43218名学生报名参
加，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其中获
得一等奖的学校比例只有1.86%。

我省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3个

“阿里巴巴9·6拿货节”开幕
200家湘企入驻，预计活动期间线上销售额超5000万元

省保险行业协会就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作出部署
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市场秩序

国内首套SEPS工业化装置投产
由巴陵石化建设， 打破美日企业垄断局面

� � � � 9月6日，环保志愿者为小学生讲述生活垃圾分类常识。 当天，由长沙市芙蓉区育华小学和文艺新村社区联
合开展的“零废弃行动———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在该校举办，通过环保课堂知识讲座、废物利用小制
作、环保图片展及趣味知识抢答赛等形式，宣传垃圾分类行动，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苏承）我省将加大群众举报安全生产违法
违规行为的奖励，奖金最高可达10万元。 记者
今天从省安监局召开的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推进视频会上获知这一消息。

今年以来， 我省安全事故总量呈下降态
势。 7月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确保了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但目前全省安全生产
形势仍不容乐观，1月至8月，全省发生较大事
故17起、死亡71人，同比增加2起、15人。仅8月
份，就相继发生了6起较大事故。

“8月21日至24日，国务院安委办督导组

在我省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 发现我
省部分地区及部门存在安全检查漏管失控、
企业自查自改不足、 监管执法不严格、‘一单
四制’落实不够等问题。 ”省安监局局长李大
剑表示，当前，能源原材料、钢铁、建材和铅锌
等有色金属价格高涨， 一些非法业主受高额
利益诱惑，非法违法生产明显露头；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在高温停产过后将全面复产； 即将
进入第四季度，重大节庆活动增多，人流物流
激增， 种种新情况对全省安全生产带来了更
复杂挑战。

本月12日起， 国务院安委会督查组将对

我省开展第二轮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
在15天时间中， 直接深入市县基层、 企业一
线。

为精细精准推进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
省安监局鼓励群众通过举报电话（12350）、传
真（0731-89751258） 和电子邮箱（jb@hu-
nansafety.gov.cn）等方式，举报安全生产领
域非法违法问题。 对经核查属实且符合奖励
条件的实名首报者进行奖励： 对举报安全生
产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
奖励1000元至10万元；对举报瞒报、谎报事故
的，奖励3000元至3万元。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记者 左丹）今晚，湖
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官网发布了《关于湖南
省义务教育地方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溺
水怎么救”相关内容的说明》，该说明表示湖
南将对义务教育地方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
一书进行全面修订。

最近， 有关媒体对湖南省义务教育地方
课程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地质出版社出
版）五年级上册第42页“溺水怎么救”相关内

容进行了报道。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地质
出版社表示感谢新闻媒体的监督， 并就该教
材部分内容不全面、不完善、更新不及时向全
省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表示歉意。

9月5日， 湖南省教育厅已组织部分水上
救援专业人员及医护人员，对该教材“溺水怎
么救”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证。 经过论证，
专家认为媒体所提的意见是中肯的。 据此，湖
南省教育厅已责成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地质出版社立即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对第42页
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修订内容经专家审查后，
将印发更正通知， 由湖南省各级教育部门传
达至辖区内每一所学校， 组织指导教师按照
修订后的内容开展教学。

下一步，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地质出
版社将按照湖南省教育厅的要求， 对湖南省义
务教育地方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一书进行全
面修订，严把教材内容关口，提高教材质量。

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本月将迎接新一轮国务院安委会督查

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违规
最高奖10万元

安全大检查 全省在行动

义务教育地方教材《生命与健康常识》“溺水怎么救”相关内容有误

湖南将进行全面修订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荨荨（紧接1版） 目前，长山村“触网”的农产
品有近30种。

走进中南大学农村电商创业孵化基地，
“瑶都优品”4个大字极为醒目。产品展示区，
来自长山村和周边村庄的土鸡蛋、 高山蘑
菇、红薯粉、野生藤茶、原木挂画等产品琳琅
满目。所有产品都打上“瑶都优品”的商标，
包装精美。

“通过品牌包装，让土特产‘有头有脸’，
‘麻雀’也变了‘凤凰’。”孵化基地的合伙人
潘纪兰告诉我们，产品都是通过网络和企业
订单的形式销售，来势非常好。

农户入驻“瑶都优品”电商平台，销售自己
的农产品，效果立竿见影。长山村贫困户赵阿
姨通过电商平台累计代销高山蘑菇300公斤，

创收3万元；魏胜利销售腊肉1150公斤，收入
11.5万元； 长山村秘书曾大叔销售茶叶25公
斤，收入1万元；来自未竹口乡的赵大叔，也在
电商平台卖掉了野生茶油100公斤，收入1.2万
元……

中南大学驻长山村扶贫队队长黎胤介
绍，“瑶都优品”上线后，电商基地与中南大
学签订食堂采购协议， 供应优质大米12.5万
公斤； 与深圳企业签订了100万元农产品采
购协议。此外，还线上线下零售近40万元。

孵化基地内， 还有一个电商培训基地，整
齐摆放了19台电脑。目前已经开展了好几轮培
训， 大山里的农民对电商从陌生开始走向熟
悉。

依托电商平台，长山村在扶贫队帮助下
引进了8家农业种植大户， 流转土地
种植了400亩红薯、200亩生姜、100
亩辣椒、200亩油茶林，建起100亩藏
香猪养殖场，集中打造绿色农产品生
态种植养殖基地。

两年来，中南大学扶贫队筹资建
设了10公里的村道，把自来水引到每
家每户。 引进深圳五月天服装厂，把
企业办到村里，20多位有一定缝纫手
艺的中老年妇女，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

长山村，正跑步奔向小康。

长山村：一“网”架通脱贫路

李国斌

一座勾挂岭， 把江华瑶族自治县分成了
岭东和岭西。从江华县城出发，要翻过勾挂岭，
驱车约2个小时，才能抵达大圩镇长山村。

多少年来，瑶山深处的长山村，一直是穷
乡僻壤。穷，是因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更在于交通不便，观念落后，基础设施匮乏。

风起云涌的移动互联网，如希望的光，照
到了瑶山深处。一台智能手机，改变了长山村
人的生活，把长山村和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瑶山雪梨、散养鸡、土鸡蛋、生态大米、野生蘑
菇、茶油、野生蜂蜜……长山村的农民们，动
动手指，就能收获一笔笔订单。农村电商这一
条致富的新路， 成为农民收获的来自时代的
“红包”。

电商改变贫困村，还在路上。长山村的魏
盛花感到，农村物流还不是那么便利，发货到
深圳要两天时间，“宰杀的土鸡， 用真空包装，
到客户手中虽还不会变质， 但是已没有那么
新鲜，如果有冷链物流就更好了。”

他们希望变得更好， 他们也需要更多关
注。

来自时代的“红包”
■记者手记

� � � �湖南日报9月6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
员 杨亲福）开学了，打开高一和高二学生的
湖南教育出版社最新版地理教材， 我省新化
县紫鹊界丫髻寨梯田和八卦冲梯田景观照片
扑入眼帘。

紫鹊界梯田照片进入地理教材后， 每年
都会有约400万学子看到并熟记紫鹊界梯田。
随着时间推移，当一批批学生成长后，他们都

会对曾经在教材上出现过的紫鹊界梯田产生
浓厚的兴趣， 也就成了来紫鹊界看个究竟的
潜在旅游者！

紫鹊界梯田核心景区拥有梯田2万余亩，
是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国家水利风景区、 国家AAAA级旅游景
区、国家首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并被纳入
中国重点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紫鹊界梯田没有一口山塘、一座水库，也
无需人工引水灌溉， 天然自流灌溉系统令人
叹为观止，被水利专家誉为“世界水利灌溉工
程之奇迹”。 紫鹊界梯田依山就势而造，小如
碟、大如盆、长如带、弯如月，形态各异。 它集
云南哈尼梯田的宏伟、广西龙胜梯田的秀美、
菲律宾梯田的飘逸于一身，面积广大、坡度陡
峻、线条流畅、形态优雅、风格独具，享有“梯
田王国”的美誉。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稻作
文化遗存， 是南方稻作文化与狩猎文化的巧
妙融合。

紫鹊界梯田风景进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