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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周胜蓝 陈超云） 记者昨天从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湖南农垦改革“两个3年”任务基本完成，
全省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达
95%以上，确权进度在全国排第四位；国有农场
办社会职能基本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湖南自
2015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农垦国

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任务； 将国有农
场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
政府统一管理。

今年是农垦改革“两个3年”任务的收官
之年。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至9月30
日， 全省完成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发证241.22万亩，发证率为96.94%。69个农垦
农场的公检法职能已全部剥离，教育、医疗、

公共卫生等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基本纳入地
方政府统一管理，共建管理区6个，设立乡镇
40个、农村居委会（社区）419个，剥离学校452
所、医院53所。全省69个农垦农场中，通过全
部移交的方式基本完成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
到位的农场33个， 通过设立政府或派出机构
基本改革到位的农场21个， 通过购买服务基
本改革到位的农场15个。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马宁
记者 王文）为了缓解湖南尤其是长株潭地
区冬季供气不足的问题， 中石油西气东输
管道公司加快西气东输西二线樟树-湘潭
支干线醴陵压气站建设。预计今年年底，湖
南省内第一座压气站———醴陵压气站将建
成投产。

今天凌晨5时，随着位于醴陵市国瓷街
道横店村的天然气放空火炬的点燃， 西气
东输西二线樟湘线醴陵压气站动火作业进
入关键阶段。 国家发改委将醴陵压气站纳
入国家2018年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重点工程， 并要求2018年12月31日前投
产。 醴陵压气站已于2018年3月21日开工

建设，至今已累计完成总工程量的63%，重
要设备设施已全部安装就位。截至目前，醴
陵压气站动火连头作业各项工作正在有序
开展， 将为醴陵压气站年底投产打下坚实
基础。

湖南省天然气供应主要靠西二线樟树
-湘潭支干线及忠武线潜湘支线。其中，经
过醴陵的樟树-湘潭支干线承担湖南地区
约70%的天然气供应量。 醴陵压气站建成
后， 西二线樟树-湘潭支干线向湖南地区
输气能力将由1140万立方米/天增加至
1590万立方米/天， 年输气量由41亿立方
米增加到58亿立方米，增加17亿立方米，可
极大缓解湖南省的用气紧张问题。

�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
从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国际）装配式建筑发展高
峰论坛获悉，我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已经形成规模
优势，“磁场效应”开始凸显。越来越多的装配式
建筑市场主体、世界一流技术涌入我省。

目前， 我省装配式建筑产能规模及发展
速度均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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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
了较完备的研发体系、制造体系、生产体系和

产品体系。
众多装配式建筑企业看好湖南产业发展

氛围，携海内外先进技术入湘大展拳脚。总投
资18亿元、占地500亩的杭萧钢构湘阴装配式
建筑基地项目，于今年6月底签约落户湘阴工
业园。 湖北大型企业美好建筑装配科技有限
公司在宁乡、汨罗、望城和株洲布局了生产基
地，预计投资超过20亿元，其中，汨罗生产基
地引进了世界领先的德国艾巴维装配式建筑
生产线，即将启动安装。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聂萌） 湖南旅客前往越南又新增一条直
飞航线。29日15时10分，厦门航空开通了长沙
首条直飞胡志明市航线，单程仅需约3小时。

该航线每周一、三、五、六执飞。去程为
15时10分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 当地

时间17时5分（北京时间18时5分）抵达越南
胡志明市新山国际机场。返程为当地时间18
时5分从胡志明起飞，北京时间22时20分抵
达长沙。

旅客可通过厦航官方网站、 手机客户端
“E鹭飞”或客服热线95557订购机票。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黄利飞）
昨天，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达晨创投”）在长沙召开年度经
济论坛， 近500名优秀企业家以及多位经
济学家、行业专家齐聚一堂。达晨创投与4
家湖南单位签约，助力湘企做大做强。

达晨创投脱胎于湖南上市公司电广传
媒，是“创投湘军”的代表。其深耕创投领域
18载，管理基金规模逾300亿元；已投企业
近500家，其中75家成功上市。湖南是达晨
创投的投资重镇。数据显示，达晨创投在湖
南累计投资28家企业，投资总额达10.36亿
元，皆占其投资企业总数、投资总额的6%；
先后推动爱尔眼科、 宇环数控等12家湘企

登陆资本市场，占“达晨系”上市公司总数
的16%。 达晨创投还在湖南管理了两支股
权基金： 湖南文旅游产业投资基金， 规模
30亿元； 常德达晨财鑫创业投资基金，规
模近1亿元。

此次论坛上，达晨创投与湖南省人民政
府驻深办、 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常德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4家单位，举行了战略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达晨创投将为湖南引入、培育更
多的优秀企业，并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达晨年度经济论坛自2009年起举办，
是达晨创投为“达晨系”企业、合作伙伴搭
建的一个增值服务、沟通交流的平台。

长沙绕城高速
万家丽北收费站开通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周小凤）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管理处今日发布，11月1日零时起， 位于京港
澳高速与长沙绕城高速北段交接处的杨梓冲
收费站，停止运营。在该收费站以西1公里处
新建的长沙绕城高速万家丽北收费站同时开
通收费。

杨梓冲收费站于2002年11月30日开通，
南北贯穿京港澳高速，东接长沙绕城东北段、
长株高速、长浏高速，西连长沙绕城高速西北
段，日均进出口流量近1.4万台次。

由于杨梓冲收费站与107国道相连接的
匝道互通均为单向设计，互往车辆需在107国
道调头。 随着近年来车流量不断增加，107国
道交通压力加大。因此，按省政府相关批复要
求， 杨梓冲收费站将在万家丽北收费站开通
的同时正式关闭。

湖南农垦改革进展顺利
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率达95%以上
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基本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湖南首座压气站年底建成投产
年输气量可增加17亿立方米，缓解长株潭冬季供气紧张局面

达晨创投助力湘企做大做强

湖南装配式建筑凸显“磁场效应”

长沙直飞胡志明航线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