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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今日
发布，自6日零时起至25日24时（共20天），
全省高速公路将实行按最短路径收费的应
急保畅措施。

据省高速公路《春运专报》 统计，2月4
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近58.5万台
次，较上一天上升1.02%。当天，因车流量大
造成的拥堵共13起， 主要集中在京港澳高
速，均为南往北方向。因事故造成的拥堵共9

起，其中长张高速长益段西往东方向的事故
拥堵时间较长。

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路网即将进入第
一阶段流量拉升期，预计京港澳高速、沪昆
高速、二广高速和长张高速的流量将持续走
高，通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流量和事故引
发的短期拥堵概率加大。

目前， 全省高速公路按实际路径收费，
即， 按车辆实际行驶的线路里程征收通行
费。为缓解京港澳高速、沪昆高速、二广高速

和长张高速交通压力， 全省高速公路将于6
日起实行按最短路径收费应急保畅措施。

例如，广东车辆经湖南去湖北，如果车
主选择从小塘收费站入湖南，走华容北收费
站出湖南，车主在湖南境内无论走哪条高速
公路，收费都一样。车主可放心选择其他分
流高速通行。

交通部门建议，春运期间，车主在湖南
高速公路行驶时如遇拥堵，可就近选择周边
高速快速分流，以免造成长时间滞留。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叶国庆 徐旭）春节将近，全省用电需求
增加。湖南铁路部门积极调度，加大电煤抢
运力度， 全省未出现拉闸限电现象。 截至5
日，今年已累计抢运电煤超40万吨，同比增
长18%。

1月， 湖南地区出现罕见的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长沙、衡阳、岳阳等城市的工业、民

用用电需求加大。多地矿企因恶劣天气暂停
生产，主要电厂存煤量紧张，电煤运输迫在
眉睫。

湖南铁路部门积极调度，合理安排运输
组织， 强化电厂装卸车与取送车的有效衔
接，确保北方铁路发运的电煤及时送至电厂
装卸车地点；协调省内湘煤集团、资煤集团
等主要煤企，优先安排装车计划、空车配送、

上线运行， 有效提高了各电厂就近保供水
平；协调城陵矶港电煤水铁联运，提升调煤
保电能力。

据广铁集团长沙货运中心营销科科长晏
明辉介绍，春运期间，珠三角的客运列车大量
增开，而货运列车的运输时间受限。为保畅电
煤运输，铁路部门实行电煤多点输送，可满足
春节期间用煤企业的储煤量需求。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樊佩君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
悉，今年全省公安工作将聚焦政治建警、
风险管控、公安改革、平安建设、基础基
层、社会关注热点6个方面，对突出犯罪
开展集中打击， 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
故。

2017年底至今年初，全省公安机关开
展了新时代警情警务大调研活动， 共形成
高质量综合调研报告20个，明确了2018年
全省公安工作重点。 主要是聚焦政治建警
首要命题，确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聚焦风险管控时代考题，开展社
会治安、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重点领域安
全隐患“大排查”，加强风险防控系统建设
和省市县治安防控中心建设； 聚焦公安改

革战略课题，分层级推进警务机制改革，乡
村重点解决警力下沉、保障下倾、权限下放
等问题；聚焦平安建设工作主题，对涉枪涉
毒、涉黑涉恶、“盗抢骗”、电信诈骗、涉众
型经济犯罪等突出犯罪开展集中打击；全
力抓好道路交通、消防、危爆物品、大型活
动安全， 确保道路交通、 火灾事故稳中有
降，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聚焦基础基
层永恒话题，实施“派出所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推进综合警务室建设，稳妥推进“一村
一辅警”建设；聚焦社会关注热点难题，网
上网下并行建成湖南公安便民服务平台，
充分利用科技信息手段实现群众办事“最
多跑一趟”；推进执法监管平台和省市县三
级执法监管中心建设， 进一步加强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肖文婕）今天，省妇联第十二届五次
执委会议在长沙召开。 大会选举曹薇薇为
挂职副主席，龙四清、黄金、周志梅为兼职
副主席，至此，省妇联领导班子结构按妇联
改革要求进一步得到优化。

省妇联目前设有主席1名、专职副主席
3名、挂职副主席1名、兼职副主席3名，会议
还增替补杨锡英等10名同志为省妇联第
十二届执委。

2017年， 我省妇女工作强化政治引
领， 坚实党的妇女群众基础； 全面推进改
革，全省乡镇（街道）妇联换届、村（社区）
“会改联”全部完成，新增妇联执委47.33万
名； 紧扣发展大局， 助推城乡妇女建功立
业，开展脱贫技能培训476期，培训贫困妇

女11.4万名， 创建全国和省级各类巾帼示
范基地67个， 各级妇联扶持手工龙头企业
101个，创建脱贫基地107个，带动10万名妇
女就业。 全省共发放妇女创业担保贷款8.05
亿元，获贷妇女8437人，带动近13万妇女创
业就业。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环境，建立市级婚
姻调解中心4个，县市区婚姻调解委员会122
个，乡镇（街道）婚姻调解工作站810个，服务
夫妻5.3万对，促和夫妻1万多对。实施农村适
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民生实事项目，完成
检查118万人，帮扶农村留守儿童8990名。

会上，还进行了2017年度“两癌”救助
金（全国妇联、中央彩票公益金）的发放仪
式，共发放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3889万
元，对3889名建档立卡贫困“两癌”患者每
人给予1万元救助。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何金燕）今
天上午， 省高院发布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集中审判执行专项活动的有关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 全省法院共执结
涉农民工工资案件990件， 为1909人发还
执行款6295万元。今年2月至3月，全省法
院将持续开展该专项活动， 以各项扎实举
措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确保农民工
过一个顺心、踏实、祥和的春节。

为进一步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今年，省高院第一时间成立了“全省法院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审判执行专项活动
领导小组”。为农民工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
服务，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台账，畅通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诉讼“绿色通道”，加快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审判进度。穷尽一切执
行措施，让胜诉农民工及时实现权益。多部
门联动，打造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坚强堡垒。

专项活动要求， 各中院和基层法院都
要成立领导小组和日常办事机构， 各级法
院院长要靠前指挥，带头办案，亲自开庭，
亲自调解， 亲自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协调
办理。2018年1月31日以后新收的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结案率达到85%以上， 未办
结的要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审结。 已经审结
进入执行程序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执结
率达到80%以上，未执结的2018年3月底要
妥善解决。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肖畅 刘炬）今天，湘潭源远海泡石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挂牌湖南股权交易所， 迈出
了跨进资本市场的第一步。 这是湘潭市培育
发展海泡石龙头企业的里程碑事件， 也是资
本市场助力湘潭海泡石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
件。

海泡石属特种稀有非金属矿， 目前全世
界海泡石已探明储量约8000万吨， 中国已探
明储量2600万吨。 中国海泡石主要分布在湘
乡市、湘潭县，已探明储量超2000万吨。

根据湘潭市委、市政府决策，2015年湘潭
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培育海泡石
产业，目前已建立了集资源开采、技术研发、
产品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完备体系， 形成了
“三公司一中心”（海泡石科技有限公司、源远

海泡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龙瑞海泡石矿
业有限公司、 海泡石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工作格局，建立了海
泡石精加工、海泡石提纯改性、海泡石粉体等
3大生产加工基地。

源远海泡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湘潭
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控股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湖南省新材料企业，承载着湘潭市海泡
石产业发展和挺进资本市场的重任。 公司的
成功挂牌，开启了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的
新航程， 对推动海泡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我们将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力争实现
产值过10亿元、净利润过1亿元、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的目标！”湘潭产业投资发展
集团党委副书记胡兴亮告诉记者。

湖南有色景气指数
创近5年新高
2017年全省31家监测企

业净利润比上年增长285.1%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黄朱文）2月5日，湖南有色金属（郴州）指
数研究中心介绍，2017年末，湖南有色金属行
业景气指数达到52.8%， 创近5年新高。2017
年，全省31家监测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49
亿元，实现净利润14.4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15.2%、285.1%。

据分析，有色金属行业效益提升，主要得
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带来市场需求改善
和产品价格上涨。2017年，在环保限产等多方
面因素推动下， 国内有色金属价格出现较大
幅度上涨。以钨为例，2017年12月末，其现货
价格由上年末每吨7.06万元涨至11.08万元，
涨幅达56.9%；钼、锌、铜等产品价格，均出现
较大幅度上涨。

随着市场持续改善， 我省部分龙头企业
纷纷加大固定资产投资，2017年58％以上的
企业实施了产能升级项目。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通讯员 彭展）新
年伊始， 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热塑橡胶出
口迎来“开门红”，1月出口SIS和SEBS两种
产品2600吨， 为近年来首月出口最佳业
绩。与此同时，巴陵牌环氧树脂出口也继续
保持良好态势，1月初，今年第一单近30吨
环氧树脂通过岳阳市综合保税区出口。

近年来， 巴陵石化持续强化技术创新
和产品结构调整，做精做优做强拳头产品，
并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积极拓展国
际市场，将自销产品出口至“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其中，热塑橡胶SEBS主要
出口土耳其、俄罗斯、意大利；热塑橡胶SIS

主要出口意大利、德国、波兰、印度等国；环
氧树脂主要出口俄罗斯和越南。

该公司还与意大利一家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共同拓展意大利特种热塑橡胶
应用市场， 扩大巴陵牌特种热塑橡胶在该
国的市场份额。 俄罗斯最大的涂料企业高
层到巴陵石化交流洽谈环氧树脂业务，以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契机，稳定和
拓展巴陵牌环氧树脂在俄罗斯的市场销售
应用。 据介绍，2017年， 巴陵石化热塑橡
胶、 环氧树脂共出口产品超过2.1万吨，其
中环氧树脂出口较上年增长32.5%，为近3
年最佳。

沅江一自用船
在湘阴水域发生倾翻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邢玲)今天上午
9时，从沅江市“2·3”自用船倾翻事件搜救及
相关善后工作指挥部传来消息， 在湘阴水域
侧翻的船只已打捞起来， 前方搜救队员及当
地镇村干部、渔民正全面展开搜救，相关善后
及调查工作在有序开展。

2月3日13时30分许， 沅江市茶盘洲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 该镇玉竹村村民熊光辉
等4人于2日上午驾自用船外出捕鱼一直未
归，失去联系。茶盘洲镇党委、镇政府及镇
派出所第一时间上报， 并组织搜救。3日下
午，沅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罗必胜赶赴
茶盘洲镇， 组织力量展开搜救。4日7时许，
搜救队在岳阳市湘阴县荷叶湖水域发现失
事船只倾翻，船上人员不见踪影。

事发后，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8名
市级领导先后赶到事发现场了解情况。 沅江
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落
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 � � �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杨嘉栩）2月2日，爱尔国际医疗健康产业城开
工动员启动仪式， 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二
期举行。 这标志着该片区首个医疗产业项目
正式进入施工阶段。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老
龄化社会的来临， 医疗健康产业已上升为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机遇期。长
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湘江新区审时度势，以
梅溪湖国际新城二期为平台， 打造高端医疗
产业集聚的湖南湘江新区国际医疗健康城，

抢夺全国高端医疗服务高地。
作为湖南湘江新区国际医疗健康城引入

的重要产业项目， 爱尔国际医疗健康产业城
总用地面积约445亩，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50亿元。项目主要包括高端专科
医院集群、后勤保障基地、科教研基地、产业
孵化基地及成果转化平台等4个方面内容。

爱尔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跃文
表示，集团将精心组织，高品质、快速度推进
项目， 将这一旗舰项目建设成为湖南湘江新
区的品质工程、放心工程、满意工程。

6日零时至25日24时

全省高速公路按最短路径收费
车主可放心选择分流高速通行

春节用电有保障
湖南铁路抢运电煤超40万吨

今年全省公安工作重点聚焦6个方面

打击突出犯罪 防止重特大事故

省妇联第十二届五次执委会召开
选举产生省妇联挂职、兼职副主席

让农民工安心过个好年
全省法院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进行集中审判执行

巴陵石化产品迎来出口“开门红”

热塑橡胶热销“一带一路”

湘潭源远海泡石登陆资本市场
成功挂牌湖南股权交易所

湘江新区抢夺高端医疗服务高地
爱尔国际医疗健康产业城开工

春运路上
让爱发声

2月5日， 长沙南站，
一名小朋友亲密地对奶
奶说“我爱你”。春运启动
后，长沙南站开展“春运
路上，让爱发声”活动，鼓
励旅客表达心中的爱情、
亲情、师生情等，车站为
参与活动的旅客赠送春
联和“福”字，温暖旅客回
家路。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龚晟 摄影报道

� � � � 2月3日，花垣县董马库乡卧龙坪村，脱贫的村民开心地把县教育和体育局赠送的苹
果、蜜梨等水果背回家。在该局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该村近年大力发展种植业、畜牧业，
人均收入显著提高。2017年底，全村9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周智敏 摄

把“甜蜜”背回家

� � � � �荨荨（上接1版）
湖南戏曲春晚已迈入第3个年头。 今晚，

兼具经典戏曲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开场表演
《梨园开启新世代》拉开了晚会序幕，尚长荣、
傅希如，叶红、肖笑波、张璇等戏曲名家悉数
登场， 与去年湖南省青年戏曲演员大奖赛中
的优秀选手一起，通过跨界合作、老戏新唱、
时尚演绎等方式，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
宴。

15个节目接连上演，无一不体现“戏曲青

春，青春戏曲”的晚会主题。新创跨界戏曲皮
影《梦临影画》通过新颖编排向经典致敬；戏
曲联唱《十九和弦———老腔老调新人唱》，集
中展示湖南19个地方剧种中具有代表性的唱
段唱腔；湘剧高腔联唱《四季》、花鼓戏表演唱
《九连环》、戏曲联唱《芙蓉国里尽朝晖》，尽显
湖湘戏曲韵味；器乐合奏《湘女湘乐》、昆曲雅
乐《牡丹亭》，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展现得淋
漓尽致；尚长荣和傅希如联袂出演的京剧《贞
观盛事》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春运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