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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保
厅今天发布全省9月环境质量状况。9月， 全省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良好，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7.2%，同比上升10.3个百分
点；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省控监测评价断
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3.3%。

9月， 全省市州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27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2.9%；PM10平均浓
度为48微克/立方米，下降20%。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9
月14个市州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城市（从第
14名到第12名）依次是：株洲、永州、湘潭；相

对较好的前3位城市（从第1名到第3名）依次
是：吉首、张家界、怀化。

长株潭区域3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92.2%，虽然低于全省平均水5个百分点，但
与去年相比有较大改善，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同比上升了15.5个百分点。

综观前3个季度，全省市州城市环境空气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8%，同比上升1.8个百
分点。PM2.5、PM10的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下
降7.3%、6%。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9月， 省控监
测评价断面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322个、占

93.3%，同比持平；Ⅳ类水质断面21个，同比增
加1.2个百分点；无Ⅴ类水质断面；劣Ⅴ类水质
断面2个，同比增加0.3个百分点。

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中，27个监测结果为达标， 水源达标率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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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毫克/升，同比下降近3成。

1至9月，“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55个
断面水质达到年度考核目标，5个断面未达到
考核目标。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
经省政府同意，2018湖南（长沙）装配式建
筑与工程技术博览会（简称“筑博会”）将于
11月22日至24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同期举办“湖南首届城乡环境卫生设施
设备与垃圾处理技术博览会”。今天，筑博
会组委会在长沙发布这一消息。

本届筑博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将举
办开幕式、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大会、中国
建造4.0国际创新论坛等重大活动，并召开
湖南省建设科技创新论坛、 第三届BIM技
术应用与建筑工业化论坛、湖南省绿色（装
配式）建筑行业峰会、中部城市运营高峰论
坛、湖南省第二十三届“环卫工人节”庆祝
表彰大会、2018年环卫年会暨环卫行业高
峰论坛等专题活动。

湖南筑博会已成功举办两届， 在业界
影响较大。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瑞典、
法国、韩国、尼日利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
区的商务代表团将参加本届筑博会，辽宁、
上海、天津、湖北、云南、广东等省市的住建
部门将组团参展。组委会称，通过3至5年深
耕细作和品牌培育， 努力将湖南筑博会打
造成辐射中部、面向全国，在国际上有一定
影响力的品牌盛会。

本届筑博会由省住建厅、长沙市政府共
同主办，致力于推动国内外交流合作，助推
我省装配式建筑行业打造“千亿级产业集
群”。目前，我省有国家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1个（长沙）、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9家、
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24家，年生产能力
达2500万平方米，产业总产值近500亿元。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金慧）昨天，第五届
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宣布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国际物流与运输
学会和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物流
大会，将于11月16日至17日在长沙举行，这是
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首次落户中部地区。

本次大会以“互联互通、融合发展”为主
题， 将邀请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物
流行业组织负责人、业内专家、企业高管和国
内物流及相关企业代表1000多人参加，探讨
“一带一路”建设相关产业与物流行业融合发

展、 供应链管理和智慧物流体系建设等热点
议题，并通过举办“一带一路”中欧班列发展
论坛、亚欧大陆桥智慧物流信息论坛、物流企
业创新发展论坛等活动，扩大交流与合作，加
快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长沙围绕打造“国家交通物流中
心”发展目标，充分发挥承东启西、接南转北
的区位优势和“空铁一体”、多式联运的交通
优势，构建了现代物流体系。2017年，长沙市
实现社会物流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11%，
实现社会物流收入780亿元，同比增长10%。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叶飞 叶飞艳）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
赛日前在北京举行，湖南代表队31名选手全
部获奖，团体获第5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本次大赛共设数控车工、数控铣工、加
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计算
机程序设计员5个比赛项目，共有来自全国
29个省市区的687名选手参赛， 我省选手
参加了全部5个项目的竞逐。大赛以“弘扬
工匠精神、对接世界标准”为主题，借鉴世
界技能大赛评判方式， 以参赛选手的综合
职业能力为核心，注重零件精度、加工细节
和工艺过程的考核。

我省选派的31名选手沉着应对、奋力

拼搏，全部获奖。其中，数控铣工教师谭志
明、 加工中心操作工教师邓中华和学生王
芳秋，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职工梅岭、周永
红，计算机程序设计员教师聂艳平、彭志强
和学生廖声飞、陈涛、吕鹏、欧阳鼎等11名
选手获得参赛项目组别的一等奖。 根据规
定， 获得一等奖的职工组和教师组选手将
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是一项品牌职业技
能赛事， 是国内先进制造技术传播的重要
平台， 是加快数控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快速
通道。 湖南历来注重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对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引导作用， 每届全国
数控技能大赛都组织了全省选拔。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省安监局发布消息，截至9月底，全省
982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中786家恢复生
产，复产率达8成。

日前， 省安监局对全省烟花爆竹产区
县开展了烟花爆竹高温复产安全工作情况
专项督查。从督查情况看，所有复产企业均
按要求开展了安全培训、 生产设备及安全
设施检修、防火隔离带清理等工作。但总体
而言， 我省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基
础仍然较差，部分企业防静电设施、防火隔
离带、防护屏障、设备安装等不符合标准要

求；违法生产现象仍比较严重，部分企业刚
复产即出现超员、超药量、超范围生产和改
变工房用途等问题，现场管理混乱，甚至存
在特种作业人员未持有效证件上岗现象。

省安监局表示，对在专项督查中发现安全
隐患问题的已复产烟花爆竹企业，由属地监管
部门督促整改到位，不达标不复产；对仍未复产
的烟花爆竹企业继续严守复产标准，严禁“带
病”复工。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旺季即将来临，我
省将加强对复产企业的日常安全巡查，严防旺
季超能力、突击生产，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经
营环节安全监管，防范经营领域事故发生。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王文）目前
正值雾霾多发期， 为加大对施工工地扬尘管
控，长沙市住建委近日印发了《长沙市施工工
地扬尘管理规范》的通知，对施工工地扬尘防
治标准进行升级。

据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
将施工工地扬尘防治措施由“5个100%”提升
为“8个100%”，升级后的扬尘防治措施分别
是：施工工地现场围挡和外架防护100%全封
闭，围挡保持整洁美观，外架安全网无破损；
施工现场出入口及车行道路100%硬化；施工
现场出入口100%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易起扬
尘作业面100%湿法施工；裸露黄土及易起尘
物料100%覆盖；渣土实施100%密封运输；建
筑垃圾100%规范管理，必须集中堆放、及时
清运，严禁高空抛洒和焚烧；非道路移动工程
机械尾气排放100%达标， 严禁使用劣质油
品，严禁冒烟作业。

该负责人表示， 长沙市现有施工工地
1368个，建筑面积7413万平方米。今年已检
查项目4287个次，共签发整改单1373份、停
工整改通知书162份，下发不良告知108份，
约谈项目单位113个， 行政处罚项目43个。
在今后督查过程中， 住建部门将把“8个
100%” 扬尘防治措施作为重点进行督查，
并加大周末和节假日巡查力度， 未严格执
行抑尘措施的项目一律不得考评为优良等
级。

9月全省畅享蓝天碧水
●14个市州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97.2%，同比上升10.3个百分点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水质达标率93.3%，同比持平

助推装配式建筑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2018湖南筑博会11月22日启幕

首次落户中部地区
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11月中旬在长举行

第八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举行
湖南队获历史最好成绩团体第5名

全省8成烟花爆竹企业复产
将加强对复产企业的日常安全巡查

长沙提升工地
扬尘防治标准

由“5个100%”
提升为“8个100%”

10月17日，长沙市五一大道，市民在产品体验中心购买农产品。当天，永顺县在长沙设
立农产品体验中心，并举办“扶贫产品·进城市”推介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和现场体验等形
式，推介扶贫农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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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