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邹
靖方 ）今天，省质监局在长沙开展

“世界计量日———计量检测实验室
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
代表走进湖南省计量院，普及计量
知识，浓郁计量文化氛围。

活动期间，代表们先后参观了
电磁兼容、力学、流量、电学、长度、
热工、变频电量和化学等专业实验
室，工作人员通过讲解、演示、现场
操作等形式，把以往只能在实验室
看到的专业检验检测项目，同人们
生产生活结合起来，让大家了解计
量服务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像民
用三表、眼镜、电子秤、酒精检测仪
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仪器设备现
场检测演示，更是受到了大家的高
度关注。

通过工作人员深入浅出地讲
解， 代表们对计量工作有了进一
步了解，纷纷表示，计量不是想象
的那么高深莫测， 它已经渗透到
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 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多
关注计量、多了解计量、多参与到
计量宣传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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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黄
利飞 ） 省国土资源厅微信公众号

“湖南国土资源” 今天透露， 省国土
资源厅近日下发通知， 对全省6起土
地违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并要求
各案件自通知下发之日起60日内办
结。

此次挂牌督办的土地违法案件， 是
省国土资源厅在土地卫片执法监督检查
工作中发现的， 违法行为涉及破坏耕

地、 非法占用土地、 少批多建等。
6起案件分别为： 长沙市宁乡经

开区红茶饮料生产基地土地违法案、
湘潭市仰天湖公园及配套设施用地
一期建设项目土地违法案、 怀化市
芷江侗族自治县唯楚果汁酒业有限
公司土地违法案、 衡阳市石鼓区经
开区化工厂项目土地违法案、 郴州
市北湖区绿心童乡游乐场二期项目
土地违法案、 娄底市新化县长岗岭

环保砖厂土地违法案。
目前， 有5起案件已立案， 处于正

在调查阶段； 郴州市北湖区绿心童乡
游乐场二期项目土地违法案形成了破
坏鉴定报告， 已经移送公安。

此次挂牌督办的案件， 由相关
市国土资源局直接立案查处， 不得
移交给县市区国土资源局； 案件办
结时间不超过60日， 确因案情重大
或复杂， 可适当延长时限； 案件调

查结束后， 相关市国土资源局应将
调查报告、 会审记录和拟处理意见，
报送省国土资源厅审核， 再下发行
政处罚决定书， 查处结果将统一公
开。

为进一步加大土地违法案件的
查处力度， 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
维护土地管理秩序， 切实保护耕地，
省国土资源厅还将陆续挂牌督办其
他案件。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省环保厅今日发布全省4月
份环境质量状况： 大气环境质量
基本稳定，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9.3%；全省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
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为92.5%。

据介绍，4月中旬， 受北方沙
尘天气影响， 全省出现了一次空
气质量异常变化过程。受此影响，
4月全省市州城市空气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89.3% ， 同比下降
6.9%。 PM2.5、PM10平均浓度分
别为38微克/立方米、83微克/立
方米，同比分别上升2.7%、23.9%。
其中，长株潭区域3个城市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80%， 同比下降
12.2%。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评价，4月，14个市州城市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3位城市（第

14名至第12名）依次是：长沙、湘
潭、株洲市；相对较好的前3位城
市（第1名至第3名）依次是：张家
界、吉首和益阳市。

全省地表水水质继续总体为
优。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
Ⅲ类水质断面319个，占92.5%，同
比减少2.3%；Ⅳ类水质断面19个，
同比增加1.1%； Ⅴ类水质断面5
个，同比增加0.9%；劣Ⅴ类水质断
面2个，同比增加0.3%。 全省29个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中，监测结果为全部达标，水质
达标率100%。

4月，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
断面中，55个断面达到年度考核
目标，5个断面未达到考核目标，
同比减少了2个断面。11个洞庭湖
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营养状态为中营养， 总磷平均浓
度由上年同期的0.072毫克/升下
降为0.067毫克/升。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彭雅
惠）今年以来，我省房地产市场保持高

“热度”，1至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
名义增长13.9%， 商品房销售面积及
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0.0%、22.4%。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

前4个月，全省商品房销售持续“火
爆”，各月累计销售面积、销售额保持两
位数同比增幅，到4月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1853.83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27.9%，

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同比下降38.0%。
需求旺盛促使房地产开发投资

快速增长，1至4月全省累计实现投资
878.22亿元， 其中， 近七成为住宅投
资，达604.33亿元，同比增长24.0%。
12个市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仅长
沙、 永州投资同比分别小幅下降
2.5%、0.3%。

此外，“火爆”的楼市销售使得
房地产企业实力增强 ，1至4月 ，全

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
增长4.3%，其中，定金及预收款占
比35%， 同比增长20.9%； 个人按
揭 贷 款 占 比 约 20% ， 同 比 增 长
4.4%。

房地产市场建设同步加快， 前4
个月全省房屋施工面积、 竣工面积分
别同比增长7.7%、2.3%， 新开工面积
同比增长22.8%，其中，住宅新开工面
积同比增长26.8%。

� � � � 湖南日报 5月 1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凡军 ） 今天，由
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全程指导，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芒果TV、湖南移动
联合推出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湖
南 三湘巨变·全民上网计划”在
长沙启动。

“三湘巨变·全民上网计划”立
足新时代新生活新湖南战略， 积极
推进我省信息化进程， 惠及各行业
和广大百姓。 本次活动由“最美湖
南·手机短视频摄影大赛”“三湘巨
变40年40村评选” 和“暖流公益计
划”三大主体活动组成。

近年来， 湖南移动加快实施
“宽带中国”“互联网+” 行动计划
落地，抓紧推进高速宽带城乡全覆
盖，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
线使用费以及取消流量“漫游”费、
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
30%等措施落地。截至2018年2月，
累计惠及67.3%的手机上网客户，
流 量 资 费 较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了
67.2%。

湖南移动公司负责人介绍 ，
“最美湖南·手机短视频摄影大
赛”，围绕“最美湖南”，面向全省征
集有关湖南人文、风情、美景等原
创短视频作品。

在发布会现场，启动了“三湘

巨变40年40村评选”活动，将在近
5个月内，进行1000场路演，充分
展现新湖南的民俗风情、 自然风

光、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湖南移动还与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共同推出“暖流公益计划”，将

面向湖南精准扶贫平台40万建档
立卡贫困户， 计划赠送240万G流
量。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通讯员
彭展 记者 彭雅惠 ）今天，中石
化巴陵石化公司发布消息， 成功
研发4种新型环氧树脂产品，均填
补了国内空白， 可实现产品进口
替代。

环氧树脂是一种广泛应用于
工业生产的树脂材料， 具有优异
的粘接强度，介电性能良好，制品
稳定耐用。 我国自1958年开始对
其进行研究， 但国内环氧树脂生
产厂家大多规模小、品种单一，所
生产环氧树脂质量较低， 用于高
端制造的新型环氧树脂及相关产
品主要依靠进口。

此次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研
发的4种新型环氧树脂产品，分别
是汽车电泳漆用环氧树脂、 紫外
光固化光纤内层涂覆专用环氧树
脂、电子封装用DCPD苯酚型环氧

树脂、 碳纤维复合材料用环氧树
脂。

汽车电泳漆用环氧树脂可用
于汽车表面喷漆， 其可水解氯和
挥发份控制等技术经济指标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已达到年产6
万吨液体环氧树脂产能。

紫外光固化光纤涂覆专用环
氧树脂可用于光纤最外层， 保护
光纤不易断裂， 其整体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并已达到年产6万
吨液体环氧树脂产能。

电子封装用DCPD苯酚型环
氧树脂可用于5G电子通讯产品
印制电路板制造， 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碳纤维复合材料用环氧树脂
可用于制造高端钓鱼竿及自行车
等，具有韧性好、玻璃化转变温度
高、综合性能优异的特点。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今年首波
高温天来势迅猛。 预计17日省内
将出现大面积35摄氏度以上高温
天气，局部可达37摄氏度，公众需
注意防暑防晒。 18日起降水，气温
回落。

最近， 全国各地的气温都在
稳步攀升， 继前几天山东等地迎
来高温后， 逐渐退去的高温转移
到了南方。 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
析师信欣称， 由于副热带高压增
强， 今年我国南方地区的高温无
论范围、持续时间还是强度，都是
5月历史罕见。

“我在淘宝买的凉席还没到
货呢！ ”刚入夏不久，便遇高温，大
家有些猝不及防。 在气象学上，日
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就
是高温天气，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

天气过程称之为高温热浪。 15日，
省内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长
沙迎来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长
沙市气象台15日上午发布了今年
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根据气
象数据， 长沙常年平均的首个高
温日约为6月14日，今年提前了近
1个月。

今天省内高温天气持续，好
在雨水将在18日抵达，给夏天降
温。 省气象台预计，17日晚至21
日，随着降水逐步发展，气温回
落， 其中19日为最强降雨时段，
湘西北、湘北局部暴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
专家提醒，17日白天湖南持续高
温， 公众出行需注意防暑防晒。
另外，降雨将至，需注意防范短
时暴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的不利影响。

长沙公积金中心
力推业务网上办理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郭婷）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利用网上业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等综合服务平台， 推进业务网上办
理，大大方便了市民。 今天，记者从该中
心获悉，今年1至4月，他们已在线办结个
人和单位业务21万多件。

据了解，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
其微信公众号中设置了智能机器人，缴存
职工可在线查询信息、咨询政策、了解业务
办理情况。缴存业务中，单位开户、汇缴、信
息变更等事项均可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办
结；提取业务中，偿还贷款本息、离职、退
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出境定居等事项，
均可通过网上业务大厅或手机APP在线
办结。今年1至4月，该中心通过网上业务大
厅个人版、手机APP，在线办结个人提取
业务19580笔，占提取办结笔数14.61%；通
过网上业务大厅单位版在线办结汇缴、开
户、信息变更等业务累计194190笔，占单
位类业务总数56.56%。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熊远
帆）昨天下午，由长沙市政府举办的
长沙企业赴港上市对接会在长沙举
行，香港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到会，并
为200余家湘企解读港交所 IPO新
规。

香港交易所今年4月24日发布
IPO新规， 有两大亮点就是允许尚未
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允许双重股
权公司赴港上市， 拓宽了现行上市渠
道， 为新兴及创新产业提供了成长发
展的机遇。 参会企业湖南赛诺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董秘李德军介绍， 对于生
物科技公司而言，科研周期很长，投入
非常大， 盈利周期很长， 前期亏损较
大， 如果按照一般企业需要盈利的标
准，上市存在诸多障碍，按照港交所新
规企业上市就有了希望。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毛志荣表示，
港交所在上市审批制度的高效透明、
上市时间表的可预期、 丰富的再融资
渠道、 互联互通的机遇等多方面具有
优势。 目前， 湖南有很多生物科技企
业，产业已具备一定基础，港交所欢迎

这类优秀的企业来港上市， 在资本的
支持下做大做强。

今年， 长沙提出既主攻国内A股
市场，又鼓励和支持企业境外上市，特
别要培育和引导一批企业到香港上
市， 确保2020年实现上市企业达100
家的目标。 目前，长沙上市企业达67
家， 其中A股上市企业61家， 总市值
6000余亿元，A股上市企业数量和市
值均居中部城市首位。 选择在境外上
市的仅有6家，其中3家在香港交易所
上市。

我省限时挂牌督办
6起土地违法案件

由相关市国土资源局直接立案查处，要求60日以内办结

�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刘永涛）“融360”14日发布的银行
理财报告显示，4月银行理财产品
共发行10849款， 环比减少2783
款， 降幅为20.42%；4月银行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85%，环
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4月理财产品减少，除了季节
周期性原因之外， 还一定程度上
受资管新规的影响。 4月27日，资
管新规发布，之后3天的银行理财
发行数量还不到100只，而之前一
天就有几百只的发行量。

从银行类型来看，4月股份制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5.03%，环
比上升0.07%，
排名第一；其次
为城商行、外资
银行、国有商业
银行，预期收益
率分别为 5% 、
4.99%、4.78%。

4月27日发
布的资管新规，
对银行理财的

影响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资管新
规要求打破刚兑， 理财产品不得
保本保息， 保本理财产品将会停
售； 二是资管产品要求实施净值
化管理， 银行理财产品向净值化
转型； 三是要求90天以内封闭式
理财停止发售，这就意味着3个月
以内封闭式银行理财产品将逐渐
消失。

资管新规设置了 3年过渡
期。 记者从长沙多家银行网点
了解到，由于过渡期的延长以及
银行理财具体细则还没落地等
原因， 目前仍有保本理财在销
售。

4月全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89.3%，同比下降6.9%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92.5%，同比减少2.3%

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到位资金均较快增长

前4月我省楼市“高热”不减 填补国内空白，实现进口替代

巴陵石化研发4种新型环氧树脂

4月银行理财
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发行量环比减少20.42%

多地迎今年首个高温日
周五起雷雨降温

港交所长沙“抛绣球”
欢迎生物科技类湘企赴港上市

� � � � 5月16日上午， 来宾在启动仪式现场参观中国移动智慧政企体验区。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省质监局开展
“世界计量日”活动

湖南移动启动“全民上网计划”

月桂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