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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
天，省扶贫办发布公示，我省5个国家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县和7个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市、区）符合摘帽标准，拟摘帽退出，予以公
示。

5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分别是：
炎陵县、茶陵县、桂东县、石门县、中方县；7
个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区）分别是：

祁东县、双牌县、江永县、宁远县、鹤城区、洪
江市、吉首市。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贫困
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 和《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
于印发〈2017年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实
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按照国家和我省
制定的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经县市区申

请、市州初审、省级检（核）查和第三方评
估、专家评审、报请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同意，2017年上述拟摘帽县（市、区）符合
摘帽标准。

公示无异议后，5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县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请专
项评估检查；7个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市、区）由省政府批准摘帽退出。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刘勇）省河
委会近日通报了全省2017年度河长制工作
考核结果，常德、长沙、娄底、郴州、永州5市
被评为优秀。

2017年，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
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决策部
署，严格按照“四个到位”的要求认真组织实
施， 全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健
全工作制度，各级河长积极巡河履职，全力
推进年度重点任务，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

省河长办会同22个省河委会成员单
位，对各市州组织开展了河长制工作年度
考核。根据市州自评、部门初评、综合考

核，并报省级总河长审定，常德市、长沙
市、娄底市、郴州市、永州市2017年度考核
结果为优秀；株洲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湘潭市、益阳市、衡阳市、邵阳市、岳
阳市2017年度考核结果为良好； 怀化市、
张家界市2017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省河
委会对排名前三位的常德市、 长沙市、娄
底市予以通报表扬。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对2017年度真
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
对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成效突出的常德、长
沙、娄底、郴州、永州5市，在2018年省级水利
专项资金中各奖励200万元； 省水利厅在分
配2018年相关治水项目资金时，对中央资金

按项目法分配的将省级配套资金提高10%，
对按因素法分配的将原有分配因素值提高
10%；其他有关部门在分配2018年治水项目
建设相关专项资金时，按提高10%的额度予
以激励。

省河委会要求，2018年， 全省相关各
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中央要
求纵深推进河长制， 全面建立湖长制，围
绕岸线和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
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主要任务，着力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努力改善河湖水生态环
境，确保取得实效，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作出新贡献。

沈德良

这几天， 小区附近的生鲜市场有一个
写春联的摊子，生意很好。两位年轻人 ，一
个笔走龙蛇，一个当下手：铺纸、研墨、挂春
联。写的人累了，当下手的那位便转换角色
替换。或气势的狂草、或清秀的楷体 、或端
庄的隶书，一看就是习研书法的“老手”。

简单的摊位就是“舞台”，两人是主角，
观众便是周边小区的居民， 以中老年人为
主，他们是观众，也是顾主，偶尔有孩子围
观。一副副春联在年轻人笔下成型，立马又
被客人买走。 生意好得让附近几个卖现成
春联的摊主都走过来看稀奇。

手写春联的售价和其他摊位上的印刷
体春联比略高一点，纸张分两种，用印有底
纹的专用纸写成的春联， 自然会比普通红
纸的春联价高，用什么纸，全凭顾客喜爱 。
至于内容， 既可以从他们备着的春联大全
上挑选，也可以由顾客自己拟定。一桩买卖
下来，顾客满心欢喜，年轻人接过钱还不忘
道上一声“谢谢”。

有人感叹， 好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
面了。

春联是春节的必备之物， 家家户户将自
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对联中， 期望来年
一切顺意。鲜艳的红纸，乌黑的墨汁，笔走龙
蛇间，一副副蕴含着喜庆、散发着墨香的对联
展现在眼前， 这也成为过往春节集市上的一
道景观。记得上大学期间，班上一位同学写得
一手好字，寒假的前半段就在县城摆摊设点，
一个寒假下来收入不菲。

有一段时间， 手写体春联淡出了春节舞
台， 取而代之的是到处可见的印刷体春联。这
样的春联尽管印制得越来越精美，材料也愈来
愈考究，但内容大同小异，不仅让人陷入审美
疲劳，更让人感觉到缺少文化特有的韵味。

有人说， 手写春联是在用墨香传递传
统文化，它可以展现书法之美，具有很强的
文学性，尤其是在“私人订制 ”中融入更多
的地方特点、家庭特色等元素，能在潜移默
化中起到滋养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样
的春联能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优美和中国文
字的神奇，也具有艺术性和思想性，足以烘
托出春节的文化年味。

手写春联再度获得市场的认同， 不仅
是传统节日习俗的回归， 也展现出春节的
文化颜值。

湖南铁路抢运
航空燃油3万吨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骆佳）12日1时10分，装载了2000余吨
航空燃油的85601次运油专列从岳阳路口
铺车站驶出，7个小时后抵达湘潭易家湾车
站， 再被迅速转运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至
此，春运以来，湖南铁路已组织开行了13趟
航油运输专列，累计抢运航油3万吨。

位于京广线上的路口铺车站是湖南地
区最大的航油发运站。该站直达易家湾车站
的航油专列承担着黄花机场90%的燃油供
给量。

春运以来， 黄花机场增开了多趟航班，
航空燃油需求量激增。 为确保航油供给，广
铁集团调度所、长沙车务段路口铺车站与中
石化长岭炼油厂多次协调，增加航油专列开
行计划，对航油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在春
运期间临客大量开行的情况下，车站见缝插
针抢运航油专列，日均航油运送量较平常增
加60%以上。

岳阳常德益阳火车站
18日起增开

16趟始发临客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石磊 罗莉萍）广铁集团长沙车务段今
日发布，2月18日（大年初三）起将在岳阳、常
德、益阳3个火车站开行16趟始发临客列车，
数量为历年之最。

此次始发临客主要前往广州、 上海、深
圳等方向， 以及2趟石长线动车组临客。其
中，岳阳站开行8趟，主要开往上海、广州、深
圳、汕头；常德站开行7趟，主要开往上海、广
州，以及2趟往长沙的石长动车组；益阳站开
行1趟往广州东站的临客。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最终开行情况
以车站广播、公告为准，请及时关注相关出
行动态，以免耽误出行。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曹娴）据
省环保厅发布，1月份，全省大气环境和地
表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14个市州城市空
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3.4%， 同比上升
19.6%，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地表水水质总
体为优。

1月， 全省14个市州城市的PM2.5、
PM10浓度分别为67微克/立方米、91微
克/立方米，均同比下降3成左右。长株潭
区 域 3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51.6%，同比上升17.2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3位城市（从
第14名到第12名）依次是：湘潭、株洲和
邵阳市；空气质量较好的前3位城市（从
第1名到第3名）依次是：吉首、怀化和张

家界市。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

测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20个，
占92.8%，同比减少1.8%，而劣Ⅴ类水质断
面5个，占1.4%，同比增加0.6%。全省29个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28
个水源地水质达标，同比持平。

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46
个断面达到年度考核目标， 同比减少8
个。其中：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总体
为中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总磷平
均 浓 度 为 0.104毫 克 /升 ， 同 比 上 升
28.4%； 达标水质断面比例83.3%， 同比
减少5%；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5%，同比
增加1.7%。

三湘时评

一副手写春联 感受文化年味

我省12个贫困县拟摘帽退出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
天是大年廿七，春节临近，带着省政府的慰
问，副省长隋忠诚在长沙走访看望了3户特
困残疾人家庭， 并慰问了湖南颐而康保健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的残疾员工。

在颐而康松桂园店， 隋忠诚听取了企
业负责人———“全国自强模范”祝刚的情况
介绍，得知该企业现拥有员工4000余人，其
中盲人和其他残疾按摩员工近400名，隋忠
诚称赞企业在安排残疾人就业方面做出的
积极贡献。他要求，要保护好品牌，汇聚品
牌效应，不断做出特色，为全省的残疾人事
业和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随后， 隋忠诚慰问了开福区清水塘街道
的残疾人符熙轩、李富华、杨正南，每到一户，
他都详细询问身体残疾状况和生活保障情
况。符熙轩是位一级听力残疾儿童，在各项政
策救助下，符熙轩不仅装了人工耳蜗，还得到
了免费的康复治疗，如今，小熙轩能开口说话
了。隋忠诚与小熙轩简单交流后，叮嘱其母亲
和随行的有关部门同志，孩子康复要趁早，不
能耽搁，要给予特殊的关心和政策项目倾斜，
帮助孩子尽早康复。 在全家都是残疾人的李
富华家中， 隋忠诚嘱咐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
界要有更多的爱心救助， 帮助这样不幸的家
庭渡过难关。

给残疾人更多爱心帮助
隋忠诚慰问残疾人企业及特困残疾人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周小雷）今
天下午， 副省长陈文浩在省人防办调研时
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提高政
治站位，切实增强人防意识，创新发展人防
事业，开启湖南人防改革发展崭新局面。

陈文浩一行首先参观了省202工程、观
摩了人防指挥通信系统演示， 在听取了全
省人防工作情况汇报后，他指出，人民防空
是国家战略、长期战略，也是现代城市建设
的重要内容， 全省各级人防部门要牢固树
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按照“长期准备、重点
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切实增强人防意
识，抢抓军民融合发展机遇，履行好人民防

空使命任务。
陈文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紧扣大局，在大局下谋划工
作，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把人民利益放在
首位。要坚持问题导向，寻找突破口，重点
解决突出性的问题， 完善人防方面的法律
法规，解决军民融合中存在的问题。要实现
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提升人防的发展质
量、演练质量和工作质量，加强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人防训练演练要与防灾、减灾、
救灾融合，有针对性地开展训练，提高战时
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能力，使湖南
人防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陈文浩在省人防办调研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人防意识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汪加武）对纸质施工图进行审查的传
统方式，正迅速向数字化、无纸化转变。记
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我省自2017年1月
1日推行“互联网+图审”以来，加速构建全
省共享的施工图大数据库， 而且大幅提升
施工图审查效率，审查用时减少1/2，“放管
服”改革成效显著。

推行“互联网+图审”， 建设单位可以
“零跑路”完成施工图审查，无需四处奔波；
审查机构可以实现网上业务承接和无纸化
办公，有效节省人工费和存储空间；勘察设
计企业可以实现成果文件数字化交付和电
子归档，大幅节省交付成本。

依托全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 审查

及备案时间明显缩短。 从2017年9月6日至
2017年12月31日的数据看， 审查机构审查
和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平均总用时为20.52
天，与传统纸质施工图审查相比，用时减少
1/2。不过，建设单位报审施工图以及勘察
设计单位修改施工图平均总用时还需要
25.86天，存在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至2017年底， 该系统用户数达10390
个，包括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
审查机构、政府主管部门和个人用户等。省
住建厅介绍，随着“多审合一、并联审核”改
革推进，培训和运行管理继续强化，施工图
审查效率将进一步提升，预计今年建设、人
防、 消防三部门施工图审查平均总用时可
减少3/4。

“互联网+图审”审查用时减少1/2
构建全省共享的施工图大数据库让多方受益

1月空气质量明显好于去年同期
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63.4%，同比上升近两成
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价断面达标率同比略有减少

春运进行时

新湖南大厦绚丽亮灯
2月12日晚，长沙市芙蓉中路与湘春路交会处，亮灯后的新湖南大厦绚丽多彩。该大厦

由湖南日报社（集团公司）打造，属我省文化强省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和“十二五”规划重大
文化产业工程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将打造集新闻传媒、商务金融及文化
艺术为一体的“文化金融商务生态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童迪 摄影报道

省河委会通报2017年度考核结果

5市河长制工作获优秀得重奖

春节气温
堪比“过山车”
我省将有两次降雨过程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今天，湖南开启升温模式，不过，
未来气温将先升后降再升再降……带给大
家“过山车”般的体验。预计14日至15日、17
日至21日省内有两次降雨过程。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晴雨相
间，13日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湘西、湘南
局部早晨有雾；14日至15日有一次南支槽东
移降雨过程；16日短暂好转；17日至21日又
有一次降雨发生。 气温方面，14日至17日湘
中及以南部分地区将超过20摄氏度；18日
至21日有一次强冷空气影响， 气温下降8至
10摄氏度。

针对近期天气，专家提醒，需防范大雾
和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春节假
期，气温起伏大，公众需关注天气预报，及时
添减衣物； 相关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注意林区和景区等地的用火安全。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胡信松)2
月12日，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湘集团”）新一届党委提出集
团未来3年发展目标：将兴湘打造成为管理
规范、运转高效、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具有
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一流国有资本
运营平台，到2020年末，集团资产规模达到
600亿元，基金管理300亿元。

兴湘集团是为推进省属国企改革改制
设立的专业化平台，截至2017年末，集团资
产总额79.03亿元， 较2006年成立时增长
10.6倍，共计实现利税8.3亿元。兴湘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国平表示，新一届党委将
通过强党建、推改革、增活力、塑文
化，大力发展基金管理、股权运营、
资产管理三大核心业务， 把兴湘建
成以国有资本运营为主业， 服务全
省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结构调整和
省属国企改革发展的战略实施平
台；并对现有业务进行优化调整，实
现资源归集和业务归核， 加快实现
转型升级，将集团做强做优做大。

兴湘集团总经理程鑫介绍，集团将加
强基金和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
的平台建设，提升资本运营、基金投资和
资产管理的效率，以资产规模、优质资产
和金融资源作为依托，实现投融资业务良
性互动和资本循环增值。今年，兴湘集团
将组建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
使之成为我省国有资产结构布局调整的
重要抓手。目前，集团正全力推动各项筹
备工作，力争2018年底前完成组建，并正
式投入运营。

兴湘集团建设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到2020年资产规模达600亿元，基金管理3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