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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珠海11月6日电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于6日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信，向航展的举办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航展的各国
代表、企业家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类自古就对广袤无垠的天空
充满向往，中华民族世代传递着飞天的梦想。19世纪以来，
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面向未来，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必将为人类带来更多
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
航空航天科技发展。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空航天类专业展会之一，

为推动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相信本
届航展必将有力促进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发展，推动国际
交流合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航空航天技术发展成果
作出贡献。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许其亮、王勇、何厚铧、梁振英出席。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11月6日至11日
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自1996年首届举办以来，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已发展成为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
一体，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业先进科技的盛会。本届航
展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展商参展，充分展示世
界航空航天业前沿发展水平。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11月5日8时至
20时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共144件，其中重点件8件。

第七批信访件中， 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
最多，占31.2%；其次是水、噪声、生态、土壤、其他、
辐射等， 分别占22.8%、22.4%、9.3%、6.8%、6.8%、
0.8%。按地区分布为：长沙市50件、株洲市12件、
湘潭市13件、衡阳市6件、岳阳市14件、益阳市4
件、邵阳市5件、郴州市5件、娄底市4件、怀化市4

件、常德市15件、永州市11件、张家界市1件。
前七批累计交办774件，其中重点件61件。分

别为:长沙市264件、株洲市44件、湘潭市47件、衡
阳市44件、岳阳市61件、益阳市25件、邵阳市68
件、郴州市36件、娄底市31件、怀化市36件、张家

界市17件、常德市50件、永州市41件、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2件、省发改委4件、省工信厅2件、省
生态环境厅2件。 累计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
多，占34.8%；其次是水、噪声、土壤、生态、其他、辐
射等，分别占21.6%、20.4%、8.0%、7.8%、6.7%、0.7%。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七批144件群众信访件

累计达到774件，长沙市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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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王晴 徐典波 罗爱民
彭展）金秋时节，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传来喜讯，
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保持安全稳定、效益提升、
发展提速的良好势头：20多套装置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超过220亿元，同比增长近3成；盈利超过
4亿元，创历史同期最佳；上缴税费20多亿元，同
比增长近30%。

巴陵石化建厂已近50年，由于历史包袱重，
企业一直亏多盈少。2013年，该公司新的领导班
子上任以来，大力推进第三次创业，赢得了企业

新生。巴陵石化持续“瘦身健体”，压扁管理层级，
深化人事制度、 劳动制度、 分配制度3项制度改
革，推动企业脱胎换骨、效能提升。5年来，公司累
计减少处级机构6个、科级机构161个，妥善安置
富余人员3501人；现有业务用工减少4191人，压
减37.4%；累计完成16项专业化重组改革，公司
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51.1%。

依靠创新驱动，巴陵石化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迈向高质量发展。该公司近5年来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7项，获得授权专利

132件，开发新产品新牌号57个。建设新炼油常压
装置、己内酰胺扩能改造等一批新项目，己内酰胺
产能由30万吨/年提升到45万吨/年。 聚焦建设一
流化工材料企业目标， 大力提升经济技术指标，5
年来累计挖潜增效超过20亿元。大力开拓“一带一
路”沿线国际市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年出口量从1万吨攀升到2.5万吨。

9月中旬， 该公司发布创建绿色企业实施方
案，到2020年，将完成节能、节水、低碳、环保治
理等52个项目，建成“绿色企业”。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蒋剑平 肖霄 潘帅成）
近日，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驻村辅警尹方倩等人
正在夜间巡逻， 遇到一位回家坐错车并迷了路的
年轻女子求助。尹方倩立即与“邵阳快警”隆回汽
车总站平台联系，并驱车1个多小时，将迷路女子
送过去，再由值班“快警”护送其回家，其家人非常
感动。

如今在邵阳市，乡里村村有辅警，城区随时见
“快警”。该市首创的“一村一辅警”和“城市快警”2
支队伍，成为保障城乡安全稳定的中坚力量，增强
了广大群众的安全感。10月下旬， 省委政法委在
邵阳召开现场会，推介其做法。

2016年以来，邵阳市开始在农村推行“一村
一辅警”，每村设1个辅警工作站、安排1名辅警，辅
警由人事部门公开招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去年
初，该市3299个村都建立了辅警工作站。驻村辅
警在当地派出所指导下，在强化农村社会治理、近
距离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 全市农村
呈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的良好态势。

为强化城区治安防控， 邵阳市又在去年组建
“城市快警”。将市、县两级城区划为33个网格，每
个网格设1个移动警务平台，配备指挥车、处警车、
巡逻摩托车和30名警员， 指挥车上的现代化、数
字化智慧警务系统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无缝对
接。每个平台分3班全天候屯警街面，履行接警
处警、动态巡逻、交通管理、纠纷化解和服务咨
询等职能。至9月底，“邵阳快警”共接受群众求
助9657起，处理各类纠纷2万多起，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1312人，以出警快、处置快、服务好受
到市民赞扬。

“两警”发力，邵阳市城乡治安状况持续好转。
今年前3季度， 该市刑事发案率同比下降17.6%，
刑事破案率同比上升22.29%，城区“两抢”案件、
民转刑案件同比分别下降79.2%、49.82%。省内外
已有40多家单位来邵阳考察学习其做法。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杨波 田继舫）10月26日，阳光洒落在澧阳平原，
澧县复兴镇的柑橘等水果堆成了一座座金山，上
百辆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将一箱箱包装好的柑
橘运往四面八方。据介绍，复兴镇是全省闻名的
柑橘大镇，柑橘栽种面积近6万亩，产值逾3亿元。
该镇柑橘销售如此火爆，除品质好外，主要得益
于全镇20家柑橘合作社、300多个柑橘代办点的
“穿针引线”和“零距离”服务。

澧县土地肥沃，农业在全国闻名。近年来，该

县围绕农业产业、资源环境、农村社会可持续发
展目标，加速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型，着力
培育了葡萄、茶叶、柑橘、花卉苗木、虾蟹、蔬菜6
大农业特色产业。目前，该县共有标准化优质葡
萄生产基地4万亩，今年葡萄总产值将超6亿元；
该县的虾蟹养殖起步较晚，但发展快，养殖面积
已突破7.2万亩，去年产值达7.6亿元；传统产业茶
叶、蔬菜种植，近年来着力在生态、有机、无公害、
深加工上做文章， 去年产值分别达1.1亿元和
8.7亿元；花卉苗木产业，是该县一大强项，种植

面积5.5万亩， 去年产值5亿元。6大过亿产业，其
品牌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和中国驰名商标的
就有6个。

随着这6大过亿产业的崛起， 澧县的农业正
加速向现代化迈进。尤其是去年成功创建国家第
一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后，该县正开足
马力加速推进产业立县3年行动计划。 县委书记
邹如龙信心满怀地告诉记者，到2020年，全县农
业总产值120亿元、农产品加工值300亿元，不是
遥不可及。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侯建明） 我省电动汽车车主很快就不用再为充电
苦恼了。今天，湖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联盟（以下简称“湖南充电联盟”）成立，计划到
2020年底前， 在全省范围大力推进充电设施建
设，包括新建电动汽车充电桩约18万个，并打造全
省统一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平台， 实现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目前，全省电动汽车充电桩不足2万个。”国
网（湖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盛开表
示，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规模不足、布局不
合理、设施通用性较差等问题，难以满足电动汽车

充电需求。根据《湖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
项规划（2016-2020）》，预计到2020年，全省电动
汽车保有量将增至22万辆。

为支持电动汽车发展，打破壁垒，促进充电
设施互联互通跨领域协同， 实现电动汽车“走

遍三湘 ，通达各市 ”，省能源局主导、国网（湖
南） 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牵头， 联合电动汽
车、充电桩、电池、储能、港口岸电等相关企业，
发起成立了合作型非盈利性社会组织“湖南充
电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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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阳平原“掘金”特色农业
澧县培育6大亿元产业，加速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型

“瘦身健体”迈向“绿色企业”
巴陵石化实现高质量发展

让电动汽车“走遍三湘，通达各市”

两年内将建充电桩约18万个
全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互联互通

花鼓戏《长辈》
弘扬传统美德

11月6日， 演员在表演
花鼓戏《长辈》。当晚，由株
洲市攸县花鼓戏保护传承
中心原创的大型现代花鼓
戏《长辈》在长沙实验剧场
上演。该剧根据攸县的真人
真事改编而成，通过描写攸
县农家的一系列感人故事，
展示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
的家风孝道美德。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陈淦
璋）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庆祝改革
开放四十年第六场新闻发布会， 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改革开放40年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改革发展情况。

省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鹿山介
绍，到2017年，全省城镇化率由1978
年的11.5%提高到54.62%，年均提高
1.1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了5
倍多，由1978年的593.86万人增加到
3747万人，年均增长80万人；全省城

市建成区总面积达2952平方公里，
较1978年增长了5倍多。全省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于2015年突破50%，标志
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随着城镇空间格局不断优化，区
域中心城市和长株潭、 郴州大十字、
益沅桃、邵阳东部城镇群等区域城镇
群加速成长，已经成为全省城镇化的
核心力量。

荩荩（下转2版）
（相关报道见3版）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湖南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40年来，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城镇常住人口均增长5倍多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贺威）
11月5日至6日， 省委副书记乌兰在
湘潭市湘乡市、雨湖区、湘潭经开区
调研。她强调，乡村振兴重点在产业
兴旺， 要围绕做大做强农业产业，突
出地方特色，做好产业规划，加大科
技研发，拓展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
条，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湘乡市泉塘镇花西村发展蛋鸡、
苗木等产业带动村民脱贫增收。乌兰
走进田间地头，与村民拉家常，了解
产业规模、市场行情、农民增收的情
况。在东郊乡亚栖亚星创天地全自动
化蛋鸡养殖示范基地，乌兰走进鸡蛋
集装车间，调研鲜蛋储存、运输、交易
以及肉禽的加工、销售情况。得知省
内禽类市场供应缺口在6000万羽左
右，她指出，要把市场潜力转化为产
业实力， 支持发展禽类规模化养殖，
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来到湘乡市东郊乡浒洲村现代
农业示范园、雨湖区姜畲现代农业示
范园华银生态农庄，乌兰仔细查看园

区规划布局， 询问园区功能定位、产
业特色、研发生产等情况。她指出，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要立足当地
湘莲等资源禀赋，发挥好创新创业示
范带动作用，强化科技支撑，发展精
深加工，促进产业规模、效益再上新
台阶。

调研中，乌兰强调，产业发展要
坚持规划一盘棋，把本地特色产业纳
入全省产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加强
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依托
龙头企业对接好市场，建设规模化产
业基地， 完善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更多农户持续
增收。要坚持创新引领，发挥好科研
院所的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
产学研合作，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在抓好产
业发展的同时，要全面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打好乡村振兴的第一仗。

乌兰还考察了水府庙水库防汛
抗旱基础设施建设、湘潭经开区桑顿
新能源公司科技创新情况。

乌兰在湘潭调研时强调

突出资源优势
聚焦产业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