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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陈颖昭） 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了解到，全省140家省级工业园区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目前有109家提前完成整治改
造，其余31家正在按计划全力推进。 其中，长
沙、株洲、衡阳等地已按要求完成省级及以上
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根据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湖
南省加快推进产业园区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
（2016-2018年）》要求，2017年年底前，省级
及以上工业园区必须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建设，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 今年省政府

发布的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工作方案明
确，本轮“夏季攻势”10类重点任务之一就是
完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并稳定运行，时间节点为9月30日。

衡阳松木经开区是我省盐卤化工特色
产业基地，89家入园企业每天产生废水近
6000吨。 目前，园区内的大型企业和14家涉
重金属企业都建立了废水预处理系统。据介
绍， 园区企业的生产废水经过预处理后，可
以达到国家污水排放三级标准； 预处理后，
园区内的生产污水全部接入松木污水处理
厂，进行再次处理。 为确保污水处理厂正常

达标运行，松木经开区今年投入1000万元，
在污水处理前端新建重金属处理系统，对园
区废水中的铜、铅、锌、镉、砷等重金属进行
在线智能监测。

目前，衡阳11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废
水全部实现集中收集处理；长沙14个省级及
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均稳定达
标运行，在线联网正常；株洲8个省级及以上
工业园区均按要求完成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任务或完成依托城市污水厂处理园区
废水，并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装置与环保部门
联网。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刘福华）“河水清了， 两岸的风景越来越
美！ ”7月12日，记者来到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采
访，群众纷纷讲述通过落实河长制，大力整治
人们口中的“黄沙河”，再现金白河美丽风光
的喜人变化。

金白河是流经金洞管理区全境的母亲河，
然后在祁阳县境内汇入湘江，以前风光秀丽。 然
而有一段时间，金白河河道采砂屡禁不止，电鱼
毒鱼时有发生，两岸群众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河

水严重变质，于是，大家都把金白河叫为“黄沙
河”。 2016年初，该管理区在金白河沿线试行河
长制，由管理区主要领导和乡镇、村组干部分别
担任河长。 此后，各级河长主动深入金白河沿岸
73个行政村调查走访， 经过梳理后建立问题数
据库，一一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明确限期整
改时间。 同时，该管理区先后召开19次专题调度
会，开展部门专题协商50多次，由管理区主要领
导带队，完成河道治理问题50多个。 百分之百查
处了非法河道采砂、旱地挖沙行为，关停采砂点

10余处，电鱼炸鱼毒鱼在金白河已基本杜绝。
“对金白河的保护、治理、修复只有‘进行

时’，没有‘休止符’！ ”金洞管理区区委主要负
责人对记者说。 该管理区围绕“水清、河畅、岸
绿、景美、鱼欢、虾戏”目标，动员各级河长加
强日常巡河外， 还积极引导各村完善村规民
约，推动广大群众强化环保意识。 每月组织党
员干部、青年志愿者捡拾河岸垃圾、打捞清理
河道， 并在金白河两岸种植“同心林”“三八
林”等保护水土。 每年增殖放生各类鱼苗30多
万尾，改善河道生物链。

如今，金白河生态得到修复，达到一类水
质标准。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根
据当前汛情和《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
关规定，省防指决定于今日16时起，解除
全省防汛应急Ⅳ级响应。

省防指指出，目前我省降雨明显减
弱，但洞庭湖水位仍呈上涨态势，各级、

各部门要继续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
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预测
预报预警，抓好值班值守 ，扎实做好山
洪地质灾害防御 、 水库和堤防巡查防
守、中小河流洪水防范 、城镇防涝等工
作。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殷晗 陈沐

荣宝斋 (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即将举
槌。 7月13日至14日，拍卖预展在长沙温德姆
豪廷大酒店举行，600余件拍品悉数亮相，吸
引了众多藏家提前探宝。

全国一线拍卖品牌首次入
湘，汇聚名作佳器

本次拍卖由荣宝斋(桂林)拍卖有限公司
主办，联合利国文交所和湖南省文物总店协
办。 全国一线拍卖品牌“荣宝斋”首次入湘，
激起了不小的浪花。

“湖南是文博大省，但文物艺术品拍卖
一直是湖南艺术品产业市场的一块短板，
权威的品牌拍卖机构较少， 精品和藏家外
流的现象比较严重。 以往省内的拍卖难征
集到名作，规模小。 荣宝斋是有300多年历
史的央企， 一线藏家和国内文物商店都乐
意将自己的珍藏送去拍卖。 ”联合利国文交
所总经理彭楚舒告诉记者， 此次拍品的数
量和质量都大大胜于以往，总估价达6000
万元，有望创下湖南拍卖史的新纪录。

预展分为中国书画与文玩清韵两个专
场。 中国书画专场汇集了我国古代及近现
代著名书画家的经典作品近400件，包括齐
白石、黄永玉、李可染、何绍基等大批名家
的字画； 文玩清韵专场有拍品210余件，大
多数是来自各地文物商店的旧藏， 带有文
物商店旧标或火漆，可谓来源可靠，传承有
序。

“这次拍卖征集到许多文物艺术珍品。 ”
湖南省文物总店总经理郭学仁介绍，如齐白
石的书画作品有6幅，其中《双寿图》《荷花蜻
蜓》均有大拍记录和出版著录。 又如明代万

历年间的青花葫芦壁瓶， 青花颜色鲜艳，蓝
中发紫；画工精细，有6层纹饰，是明代瓷器
的上上之品；背面款识“大明万历年制”为神
龛形，上下有莲花，更是罕见。

湖湘名人字画亮眼， 藏家组
团“夺”宝

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黄永玉、王憨
山、陶澍……湖湘名人字画成为此次拍卖的
一大亮点。

“齐白石的《荷花蜻蜓》构图巧妙，实中
带虚，虚中有实，是这次拍卖估价最高的拍
品，约620万元至780万元。曾国藩写字成癖，
尤其喜欢写对联。 他的书法对联字字粗细分
明，厚重劲道，颇有颜体风范。 观赏黄永玉的
画作，能感受到自在和快乐。 ”荣宝斋（桂林）
拍卖有限公司书画部经理刘研告诉记者，许
多藏家都对湖湘名人字画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
“我看了拍卖图录，里面的拍品既有收

藏价值， 又有升值空间， 就和朋友一起来
了。 ”来自广西桂林的陈先生和他的团队共
有30多人，经常参加国内一线城市举行的拍
卖活动。

“东西真，好货多，价格普遍低于市场
价。 ”看到实物后，陈先生非常满意。他透露，
已看中100余件拍品，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竞争有点激烈。

收藏爱好者一饱眼福，在拍品前流连忘
返。 有些人特意带孩子来观展，“开开眼界”。
长沙止间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徐海看中了好
几幅字画，但是“先不透露，怕抢的人太多。 ”

刘研表示，荣宝斋此次选择在长沙举行
拍卖，看重的是湖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
的潜力，希望以此次拍卖为起点，逐渐培育
起湖南市场。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左丹）巍
巍岳麓，汤汤湘水；千年书院，薪火流传。今
天， 第二十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开
营仪式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 来自台
湾世新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东吴
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11所院校的50名师
生以及大陆8所院校的28名师生共计78人
参加了开营仪式。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季
星星发表讲话。

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活动由中国记
协、 台湾中国新闻学会和台湾世新大学共
同举办，自2004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26届，营员以新闻传播专业大学生为主，参
加的两岸新闻院系师生已近1800人，其中
台湾同学800多人。 活动中，两岸师生同吃

同住同学习，通过文化研习和学术讲座、参
访媒体、主题讨论、编写新闻营特刊等多种
活动形式，碰撞思想、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本届新闻营为期10天，将在湖南和北
京两地举行，主题为“融媒体时代两岸未来
新闻人的机遇与挑战”。 活动期间，营员们
将在湖南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聆听“湖湘
文化与湖南精神”“媒体融合转型的前沿理
念与实践”两场专题讲座，并以“融媒体时
代两岸未来新闻传播人才的努力方向”为
题进行主题讨论。 两岸师生还将参访湖南
卫视和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并座谈， 参观
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和湖南凤凰古城，北
京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等地。活动结束前，
两岸学生将共同编写新闻营特刊。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刘银艳）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2018年全国
大学生创业实训营（第一期）已于日前在长
沙开营。 来自全国78所高校的120名营员
及相关专家、投资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此次开营， 活动主办方安排了创业
大讲堂、创业大咖论坛，还有商业画布实
战、商业计划与机会评估、融资与股权等
专题培训， 多位创业教育专家、 创业大

咖、 投资人、 创业新锐将与营员现场交
流。

该活动由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
书处主办，旨在激发大学生创业意识，提升
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据了解，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训
营每期营员120人，3期共360人。 第二期、
第三期将分别在浙江省温州市、 内蒙古自
治区通辽市举办。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雷鸣）日前，2018年度空军招飞在我
省的投档录取正式结束， 我省116名高中
毕业生被录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
学员，高考成绩全部在一本分数线以上，录
取平均分超一本线62分。

录取的考生分布于12个市州的53所
普通高中，其中澧县第一中学、桃源县第一

中学和湘潭县第一中学均“出飞”5名，在全
省普通中学中“出飞”最多。

据悉， 空军每年从录取的新一届飞行
学员中， 择优遴选60名选送至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双学
籍”模式培养。今年，我省7名考生因为高考
成绩优异、综合素质突出,成功入围“双学
籍”飞行学员预选，将有希望圆梦名校。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黄利飞）爱尔
眼科今日发布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7亿元
至5.25亿元，同比增长35%至45%。

公告称，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化

战略顺利落地实施，品牌影响力持续增强，各
项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上升等原因， 确保了报
告期内净利润的持续增长。

据了解，上半年，爱尔眼科科研一体化平
台进一步扩展。 成立了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

所， 持续提高角膜病及眼表疾病的整体科研
水平；与全球著名的新加坡国立眼科中心、新
加坡眼科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 在学术与科
研资源、 人才和技术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

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的同时， 爱尔眼科市
值不断逆势攀高。 最新股价为33.64元/股，股
票市值为801.959亿元，在湖南上市公司市值
榜中居首位。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高双志 黄颖）7月12日,黔张常铁路与焦柳铁
路在张家界禾家村站顺利完成拨接工作，标
志着黔张常快速铁路张家界段已具备500
米长轨进场条件，即将进入轨道铺设阶段。

铁路拨接是铁路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是指铁路线路位置发生变化的改造
工程，是在原位置与新位置间进行转换的施

工步骤。
在建的黔张常铁路与现有的焦柳电气化

铁路线在张家界永定区禾家村站交会重叠，
因焦柳铁路线占据了在建的黔张常铁路禾家
村车站8道线路。 为保证黔张常铁路工程建设
顺利进行，同时，确保焦柳铁路畅通运行，铁
路建设部门按照工程时间节点要求， 在禾家
村站东西两端同步对区间道路进行拨接。

拨接工作从7月9日开始，“时间窗口”为
23时30分至第二天2时30分， 每次仅有180
分钟施工时间。 连日来，建设部门克服连续
雨天和场地作业面狭小等困难，各个班组分
工作业，完成锯轨、扒砟、安装滑轨、供电线
路迁移、夹板安装、大机捣固、供电线路迁
移、信号灯测试等多道工序。

经过连续3天紧张施工，12日凌晨2时30分，
随着两条铁路5道区间过渡线路拨接及3道道
岔插铺工作完成，焦柳铁路与黔张常铁路成
功拨接。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收藏爱好者的新藏品来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定于今年9月3日
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以下简称“高铁
币”）一枚，总数量为2亿枚，湖南省分配数
量为460万枚， 由中国银行承担在全省的
预约发行工作。

高铁纪念币长啥样？高铁币正面图案为
国徽，其上方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下
方刊年号“2018”字样；背面图案主景为“复
兴号”动车组，背景为大胜关长江大桥、北京
南站、“复兴号·中国高铁”文字及高山、梯田、

沙漠等。 主景上方刊有面额“10元”字样。
承担发行工作的银行将在官方网站公

布预约兑换网点和每个网点的可预约数
量。 7月19日（下周四）至7月22日，市民可
通过银行官方网站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
预约登记。 高铁币每人预约、 兑换限额为
20枚。 高铁币预约、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
必须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今年9月3日至9月12日为预约兑换时
间，公众可按照约定的时间，持在预约系统
中登记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前往约
定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兑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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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建设全力推进

109家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提前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整治改造任务

金洞：整治“黄沙河”，再现金白河

长沙春拍预展揭幕———

名作佳器 大开眼界

降雨明显减弱

我省解除防汛应急Ⅳ级响应

第二十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新闻营在长沙开营

提升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训营
长沙开营

460万枚高铁纪念币7月19日起预约
面值10元，每人可兑20枚

爱尔眼科预计上半年净利超4.87亿元
预增35%至45%；市值逆势攀高，在湖南上市公司市值榜中居首位

黔张常铁路与焦柳铁路完成拨接

高考招生关注

空军招飞在湘录取116名高中毕业生
7名被列入清华、北大、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预选对象

� � � � 7月13日上午， 第二十七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开营仪式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 7月13日，市民在预展现场参观。 15日，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将举槌开拍。
李健 傅聪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左丹）今
天23时30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宣布
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
录取工作从7月8日开始， 至7月13日基本
完成录取任务（其中，艺术类提前批录取在
7月18日完成）。 本科一批录取于7月14日
开始，至26日结束，共266所院校参加本科
一批录取。

本科一批从国家专项计划（含二本院
校） 录取开始，7月16日8时至18时填报国
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17日完成国家专项

计划录取；18日至20日进行自主招生、高
水平艺术团、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高校
专项计划和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录取； 其他
本科一批计划录取将于7月21日开始，7月
23日8时至18时填报本科一批征集志愿，7
月26日录取结束。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 应及时通过
“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或“湖南招生考
试信息港” 微信公众号、“湖南考试招生”微
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最新录取状态，切不可
轻信“黑中介”、学贩子，以免上当受骗。

本科提前批录取基本结束
本科一批开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