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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彭雅惠）湖南
实体经济稳步振兴。 基于对全省工业、 建筑
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服务业等主要行业15835家样本企
业进行的景气状况抽样调查，今天，省统计局
发布调查结果： 一季度我省企业景气指数和
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达到129.13、130.33，比
上季度分别提高2.52个、3.11个点， 均连续三

个季度走高。
受调查行业中，工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服务业景气指数较上季度分别提高3.86个、
1.79个、4.42个点。其中，属于服务业的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和信息传输经济指数
均提高了10个点以上， 向好发展态势尤为明
显。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则因
订单量指数出现萎缩，景气指数回落。

尽管部分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暂有回落，
但全省企业家们对本行业发展仍充满信心，
一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高于企业景气指数1.2
个点，比上季度差距扩大0.6个点，94.0%的人
认为本行业运行状况“良好”“一般”。

下季度企业发展态势如何？大多企业预期
乐观，调查显示，企业预期景气指数达131.95，
表明企业经营者对后期经营状况看好。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彭小云）记者今日从省国土资源厅新闻通
气会上获悉，今年一季度，省国土资源厅继续
落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精准发力，
优先保障“产业项目建设年”重大产业、脱贫
攻坚、基础设施、民生实事等用地需求。批准
建设用地总面积3733.47公顷， 其中重点项目
用地518.17公顷，保障性住房用地62.48公顷。

为不断提高国土资源供给质量和效率，

省国土资源厅在一季度继续深化巩固去存量
专项工作成果，处置闲置土地627宗、4050.19
公顷；在长沙开展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抵押二级市场国家试点。

保证土地供给效能的同时， 不遗余力加
强耕地保护和土地综合整治， 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一季度，全省批准建设占用耕地的
项目同比减少14.52%； 矿山企业共投入6944
万元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并对22处

土地进行复垦，复垦面积达269.88亩；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的23宗探矿权问题， 目前已完成
注销19宗，其余4宗正在按照程序办理。

按照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 的要求， 省国土资源系统结合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
划定，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开展了长株
潭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耕地休耕、生态修
复治理工作，允许长株潭地区基本农田非粮化。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严志富）昨天上午，汉寿县举行二
季度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安和寿
中药饮片厂及医药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
等4个产业项目， 在绵绵细雨中完成奠基。
今年来，该县已有12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
总投资达23.3亿元，其中产业项目有8个。

记者在常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汉寿工业园看到， 今年一季度开工的潇汉
新材项目建设现场，吊车正吊装钢架厂房，
办公楼建筑已经封顶， 工人正在进行外墙
施工；在清水湖旅游大道1号、2号大道施工
现场， 机声隆隆不绝于耳， 渣土车往来穿

梭，进行道路基础清淤回填施工，呈现出一
派火热的作业场景。

汉寿县将2018年定为“项目攻坚年”，
计划推进50个重点项目，突出抓好产业项
目，年内完成投资100亿元以上，全力推进
10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项目。为营造良
好的项目建设环境， 该县为项目业主提供
一站式审批、全程式代管、跟踪式联系等服
务。对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实行进度倒排、工
期倒逼、挂图上墙，严格落实一个项目、一
名县级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机
制，形成“人人跟着项目转，个个项目有人
盯”的工作格局。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昨天上午，宋城演艺“张家界
千古情” 景区项目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开
工。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146.9亩，
将在2019年与广大游客见面。

该项目由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定位为文化演艺、主题公园、文化

街区、科技游乐、生态景观于一体、晴雨皆宜
的旅游文化综合体，打造一台与张家界奇山
异水相得益彰的大型歌舞《张家界千古情》。

据了解， 该项目建成后， 可与魅力湘
西、烟雨张家界实景演出等遥相呼应，进一
步丰富张家界旅游的文化内涵， 促进张家
界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黄利飞）
华菱钢铁今天发布的一季报显示，2018年1至
3月，华菱钢铁实现营业收入199.83亿元，同
比增长11.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5.34亿元，同比大幅提升398.74%。

华菱钢铁表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一
方面， 得益于宏观经济和钢铁行业运行保
持基本稳定， 钢铁行业维持了较好的盈利
水平；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生产、
销研产一体化和营销服务体系建设， 降本
增效和品种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11月，湖南省国资

委将阳春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阳
钢”）83.5%股权无偿划入华菱湘钢后，为
避免阳钢与上市公司华菱钢铁存在潜在同
业竞争关系， 华菱集团承诺在阳钢达到注
入条件的6个月内，依法启动将阳钢股权或
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相关程序。

2018年3月20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对阳钢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2017年全
年，阳钢实现净利润6.05亿元，达到了“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5亿元”的注入
条件之一。目前，公司正研究和论证阳钢注
入上市公司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陈淦璋 ）
4月23日至25日， 全省生活垃圾填埋场运
营管理培训会在宁乡召开。会议要求，各地
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要严格自查、加强整改，
全面提升运营水平。今后，对生活垃圾填埋
场的等级评定工作也将常态化。

据要求，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域的生活
垃圾填埋场， 应在今年底前全面达到无害
化等级评定二级以上标准，2020年底前达
到一级标准；其他市州应在2019年底前达
到二级以上标准。

我省已经开始启动垃圾焚烧发电处理
设施建设， 但全省生活垃圾处理仍以卫生

填埋为主，共有96座填埋场在使用中。去年
底， 省住建厅已对部分生活垃圾填埋场开
展了无害化等级评定工作。

此次召开运营管理培训会， 省住建厅
强调， 生活垃圾填埋场是现阶段不可或缺
的垃圾处理设施。 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
高，环保督察越来越严，各地要认真对照，
明确整改时间表，确保生活垃圾填埋场规
范化科学运营。今后，对全省生活垃圾填
埋场的无害化等级评定工作也将常态化，
并将评级结果与园林城市（县城）、卫生城
市（县城）评选挂钩，与绩效考核、资金核拨
等挂钩。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永涛）临近
“五一”小长假，出门旅行成为不少市民休闲
的方式。保险业内人士提醒，外出度假，在规
划路线、打点行装之外，购买旅游人身意外保
险，十分必要。这是转嫁风险、降低损失，让旅
途更加安心的有效办法。

保障意外风险的保险产品包括：旅游险、
交通工具意外险、航空意外险等。意外险还分
为意外伤害险和意外医疗险。 投保对象设定

范围较为广泛，年龄在18至65周岁之间、身体
健康的人士均可以投保。

长沙一家保险公司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不同的出行方式，应选择不同的保险
产品，以精准化解风险。

跟团游这种出游方式， 旅行社对行程熟
悉，且已投保了旅行社责任险，会对因旅行社
疏忽、过失造成事故提供保险保障。不过，旅
途中的风险仍不可忽略， 游客应对这部分风

险重点防范和保障。 建议重点选择交通工具
类保险，可以提供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的风
险保障。

通常情况下， 旅游人身意外险都有针对
性的保险期间，比如7天、15天，境外险的保险
期间还会进一步精确。针对短期出游，保险公
司推荐便携式保单产品。在投保方式上，可以
选择既方便又实惠的网上投保。 市民可以足
不出户完成投保、缴费和保单生效等操作。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
讯员 刘博 ）今天凌晨4时10分，位于浏阳
生物医药园的220千伏生药变电站2号主
变（简称“生药变”）扩建工程顺利送电，标
志着长沙电网建设“630攻坚” 行动首个
220千伏电压等级智能变电站正式投运。

据介绍， 生药变扩建工程主要保障浏
阳生物医药园蓝思科技等大型企业供电。项
目从设计、建设到竣工投产仅历时4个月，刷
新了此类工程的建设速度。 项目的投运，将
进一步增强浏阳电网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

靠性，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电力支撑。
去年10月，长沙启动电网供电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至2020年实施
主干网架提质、骨干网架补短、城乡配网升
级三大重点工程。同时，为解决长沙市各电
压等级电网供电能力“卡脖子”问题，启动
电网建设“630攻坚”行动，到今年6月30日
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电网建设项
目。目前，22个“630攻坚”项目即将迎来建
设高峰， 预计将有10余项工程投产送电，
为今年长沙电网迎峰度夏打下坚实基础。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启）昨天，湖南湘江新区“智汇湘江·科创新
区”科技成果转化路演活动第四场———“湘沪
相融”高校技术成果专场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本次活动由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省科
技厅、长沙市科技局主办，联合上海张江高校
协同创新研究院， 携同上海知名学府在高端
装备制造和大健康医疗方面的优秀技术成
果，合力打造一场高校技术成果专场推介会。

活动现场， 上海理工大学高精度工业装
备智能温控系统， 同济大学基于云智能机器
人协同控制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便携式心电
监护系统等6大项目登台路演， 其创新性、实
用性和经济性获得投资机构、医疗机构、企业
代表肯定。

“此次‘湘沪相融’专场是新区和上海高
校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互利双赢的开始。”
湘江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将努力构建

双方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新机制，进一步深
化资源利用、业务整合、全流程服务等全方
位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把湖南湘江新区打
造成国家高端制造研发基地、创新创业的集
聚区。

当天， 长沙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分别
与上海、广东企业签署相关战略合作协议，合
力打造“医疗+养老”全产业链和国际康复医
疗产业生态。

一季度全省企业景气状况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企业经营“向好” 后期发展“看好”

一季度重点项目用地518.17公顷
优先保障“产业项目建设年”重大产业、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民生实事等用地需求 项目建设涌三湘

华菱钢铁一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长近400%

公司正研究和论证阳钢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案

汉寿今年已开工12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达23.3亿元

“张家界千古情”项目开工
投资约10亿元

垃圾填埋场将启动无害化等级评定
评级结果与园林城市、卫生城市等评选挂钩

长沙电网筹谋迎峰度夏

“630攻坚”行动首个项目投运
湘江新区与上海开展高校技术成果对接

“五一”出游，有保险护航更安心
市民可根据出行方式选择保险产品，以精准化解风险

索道巡检
保安全
4月26日，张家界

武陵源天子山索道工
作人员在检查索道运
行情况。“五一”临近，
该区组织各景区企业
对索道、 电梯等载人
游览工具进行检查，
进一步完善旅游接待
措施和应急保障预
案，保障旅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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