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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消息，2017年我省农村经济保
持平稳运行态势， 全年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
值6269.46亿元，比上年增长4.0%；实现增加
值3852.88亿元，比上年增长3.9%。

2017年，我省加快了农业供给侧改革，以
农技农机为支撑，积极推广高档优质稻种植，
优化农作物区域布局，推广综合种养模式，农
业结构明显优化，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比上年
下降0.6%， 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上年增加

98.4公斤/公顷， 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30.8
万吨；各市州积极发展肥用油菜、饲料油菜、
菜用油菜和观光油菜等， 全省油菜籽年产量
214.95万吨， 比上年增长2.1%； 蔬菜播种面
积、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0%、4.8%。

随着退养工作持续推进， 全省畜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2017年生猪生产和草食牧业
均稳中有增，全年生猪出栏6116.3万头，比上
年增长3.3%， 为近3年来首次实现正增长，生
猪、能繁母猪存栏增幅稳定；牛、羊存栏比上

年分别增长1.4%、9.1%， 羊出栏比上年增长
3.2%，草食动物占比进一步提高。

农业现代化进展明显， 全省农产品加工
业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底，农产品加工企业
达5.6万家，涵盖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品等各
类农产品深加工； 乡村旅游成为农产品销售
新渠道， 全省已涌现1084个美丽乡村、4300
多家休闲农庄， 有32个县结合油菜生产开展
了各种形式的油菜花节旅游活动， 乡村旅游
人数达到436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彭雅惠）长沙
文化消费增势强劲。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
据，2017年长沙市电影总票房首次突破7亿元
大关，达7.03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占全省
票房的45.2%。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迅速发展，长沙

市各大商圈崛起， 商业电影院逐步成为大
型商业中心标配；与此同时，主打居民区观
影的社区电影院也迅速增加。 截至2017年
底，长沙市共有影院90家、银幕579块，总座
位7.4万个。

观影环境也在不断优化。从2013年到2017

年，长沙市商业电影院陆续增加了IMAX、中国
巨幕、杜比、120帧等高科技影厅，有效拉动了居
民观影热情。短短5年间，长沙市商业电影年度
总票房从不足2亿元增长到突破7亿元大关，
2017年全市年观影人次达2149万， 放映场次达
105.8万场。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段婧轩）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BIM技术
应用创新战略联盟2018年第一次工作会议获
悉，我省BIM技术应用驶入快车道，已经达到
全国先进水平。 目前， 联盟成员单位增至98
家，省级培训基地增至7个，快速扩充了人才
储备。

BIM是建筑信息模型的英文简称，与传统
的二维图纸不同， 相当于在建筑真正动工之
前，先在电脑上模拟一遍建造过程，以解决设
计中的不足和真实施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被誉为行业内又一次科技革命。

我省从2016年开始， 制定了BIM技术应
用“三年行动计划”和一系列激励措施，率先

在省管设计、 施工项目招标中采用BIM技术。
组织设计企业、施工企业、软件商等成立全省
BIM技术应用创新战略联盟，成员单位不断扩
充。同时，集合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及多方
资源，搭建了公共数据服务平台“天河微云”，
为建设领域提供大数据、云计算服务。

今天会上， 业内专家对省住建厅指导
编制的《湖南省民用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基
础标准》《湖南省建筑工程信息模型设计应
用指南》等4个标准文件进行了解读，为中
小企业快速迈进BIM技术应用提供有力支
撑。

2017年全省农村经济平稳发展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269.46亿元，增加值3852.88亿元，比上年均有所增长

湖南BIM技术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联盟成员增至98家，省级培训基地增至7个

2017年长沙电影总票房突破7亿元
比上年增长19.4%，占全省票房的45.2%

年观影人次达2149万，放映场次达105.8万场 � � � � 湖南日报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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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上午9时， 京港澳高速复线唯
一未通车的一段岳望高速将先期开通15
公里路段。 与其对接的新开联络线同时开
通。 春运期间，通过岳阳南来北往的车主，
可通过这两段高速和京港澳、 京港澳复线
对接，无需在岳阳城区上下高速。

京港澳高速复线是我国南北走向的一
条大动脉， 目前除了岳阳至望城段没有通
车外，其余路段已建成通车。 9日将开通的

岳望高速部分路段，为岳阳至新开（新开互
通）段，全长15公里。 另开通的新开联络线
全长3.3公里， 东接岳望高速新开互通，西
接京港澳高速龙湾互通。

届时，长沙往随州方向车主，可沿京港澳高
速北上至龙湾互通，转新开联络线至新开互通，
再转岳望高速岳阳至新开段，前往湖北随州。

随州往长沙、广东方向车主，可沿京港
澳复线（随岳高速）至岳望高速岳阳至新开
段，从新开互通上新开联络线至龙湾互通，
再转京港澳高速南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陈鑫

进入春运以来， 从广东返乡车流呈持
续上升趋势。

2月5日至6日， 湖南高速警察组织5个
小分队“同走返湘路”，从广州市广州塔出
发“返湘”，沿湖南境内的5条南北交通大动
脉行驶，实地体验交通状况、车流情况。

平汝线路： 过境湖南的第一
选择

平汝小组从广州出发，进入韶关境内之
后，车流量开始减少。平汝高速郴州段桥梁
和隧道多，返乡的车流量逐年增大，但只要
严格守法，仍不失为过境湖南的第一选择。

从广州塔至平汝高速湖南出省卡口冬塔
收费站，平汝小组行车时间约11.5小时，共行驶
了820公里，平均时速约75千米。高速交警建议，
从广州返湘回株洲、 岳阳以及去往武汉以北的
驾驶员朋友，尽量在湖南选择走平汝高速。

二广线路： 湖南段车流量
小于广东段

二广小组在广东肇庆路段行驶途中遇
到事故造成的拥堵情况3次。 进入湖南境内
后，在永州段遇到事故造成的通行缓慢情况
1次， 邵阳段梽木山互通遇到因车流量大造
成的通行缓慢情况1次， 城头山省际收费站
因车流量大通行非常缓慢，缓行时间约50分
钟。整体来看，二广高速广东段路面车流量
略大于湖南段。

至二广高速城头山省际收费站， 二广
小组此次行程行驶时间约13小时， 总行驶
里程917公里，平均时速约70千米。从广州
返湘去往永州、邵阳、娄底涟源、常德的车
辆可以选择走二广高速。

岳临线路：进入湖南后车流量
明显减少

岳临小组从广州塔出发， 到达目的地

岳临高速最北端铜官收费站，共行驶10小
时， 里程数约747公里， 平均时速约75千
米。此趟行程在广东境内由于许广高速清
远段还未拉通， 加之在广东境内遇到了2
起轻微追尾事故导致通行缓慢。进入湖南
以后， 岳临小组发现车流量明显减少，通
行压力明显减小，从凤头岭收费站入湘到
铜官收费站一路畅通。

广东返湘到郴州、衡阳、湘潭、长沙都
可以选择G4W2许广高速入湘（湖南段
S61岳临高速）。

京港澳线路：尽量避开，选择
走其他线路

2月6日14时，京港澳小组到达目的
地京港澳高速的湖南出省卡口羊楼司
收费站。 该小组累计行车时间约15.5小
时，共行驶了860公里，平均时速约55千
米。

京港澳小组进入郴州境内后，由于车
道数量减少，有约3公里通行缓慢路段。经
衡阳新塘段时因泉南高速车流汇入，通行
缓慢路段约4公里。 经平江服务区附近车
流大，通过缓慢路段约有5公里，缓行近半
小时。高速交警建议，从广州返湘到长沙、
岳阳，以及去往武汉以北的驾驶员，尽量
在湖南选择走其他线路。

包茂线路：部分路段车流量
较大

2月6日17时，包茂小组抵达G65包茂
高速茶峒省际收费站， 共行驶时间约14
小时，总行驶里程1054公里，平均时速约
75千米。整体来看，广东、广西境内路面
车流量大于湖南段， 湖南境内包茂高速
怀化段通道至竹田互通车流量较小，由
于竹田互通汇合了沪昆高速东往西方向
大部分车流， 黄金坳互通汇集了娄怀高
速全部的车流， 竹田互通以北路段车流
量逐渐增大。

随着春节临近，回家过年的车流浩浩荡荡——

高速警察告诉你，
“返湘”路线这样选

春运进行时

运动鞋
俏销海外

2月8日， 道县
工业园区，建溢鞋业
有限公司员工在忙
着生产运动鞋。近
年，该公司通过挖掘
提高生产效率，年产
品牌运动鞋约350
万双， 产品远销美
国、新加坡、日本等
国家， 带动了1500
余名当地群众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何红福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2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据公
安交警部门研判，2月8日前后我省高速公路
车流量达到阶段峰值，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
警察局在2月8日至10日， 对省内重点高速路
段实施交通高峰应急分流。

长常高速方面，2月8日至10日每天9时至
11时、15时至17时，高警局长沙支队在黄桥枢
纽互通执行间断性短时交通管制任务， 分流

东往西向车辆从黄桥枢纽互通经黄桥大道—
金洲大道—G319国道通行。 高警局益阳支队
根据主干交通流量状况， 在长常高速公路苏
家坝枢纽互通执行交通管制任务， 引导车辆
从苏家坝枢纽互通—益阳南线高速公路—迎
风桥枢纽互通—长常高速公路通行。

京港澳高速方面，2月8日至10日每天13
时至14时、15时至16时、17时至18时， 高警局

衡阳支队在大浦枢纽互通执行交通管制分流
任务， 分流京港澳高速南往北向车辆从大浦
枢纽互通—G72泉南高速—平水枢纽互通—
S11平汝高速北上。同时，在G72泉南高速衡东
南枢纽互通东往北向匝道实施交通管制，禁
止车辆沿S5101返回京港澳高速。

沪昆高速方面，2月8日至10日每天9时至
12时、14时至18时，高警局邵阳支队在梽木山
枢纽互通执行交通管制分流任务，禁止G55二
广高速北上车流从梽木山枢纽互通转G60沪
昆高速西行，引导前往怀化、重庆、四川的车
辆从梽木山枢纽互通—G55二广高速—涟源
枢纽互通—S70娄怀高速西行。

高速交通阶段峰值来临
重点路段实施交通高峰应急分流

公城枢纽（K18）

杭瑞高速

长沙往湖北方向

道仁收费站 京港澳高速

金屋枢纽
（K1355）

岳
临
高
速

往常德方向

湖北

往湖北方向

新开通段

羊楼司
收费站

制图/刘铮铮

岳望高速岳阳至新开段9日开通
春运期间可分流岳阳城区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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