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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张尚武）湖南
实施“六大强农行动”，丰收时节喜见成效。高档
优质稻大面积丰收，湘米提质粮农增收；柑橘、
油茶采摘上市，主产区普遍高产，开秤价高于往
年。

眼下，晚稻已收割完毕，高档优质稻上市在
即。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全省高
档优质稻突破1000万亩。 省里组织稻米加工龙
头企业与基地对接， 优质稻谷订单价比普通稻
谷高出20%，带动广大粮农增收。 全省稻渔综合
种养面积达到370万亩，既保障了“米袋子”，又

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年初，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全省实施“六

大强农行动”，即品牌强农、特色强农、质量强
农、产业融合强农、科技强农、开放强农。 今年
来，全省突出打造湖南红茶、安化黑茶、湖南茶
油等公用品牌；长株潭地区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全省创建一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畜禽标
准化养殖国家级示范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
省里编制现代农业特色产业规划， 发布《全省
“一县一特”“一特一片”产业发展目录》，建设四
带八片52个基地。

今年来，一二三产业融合步伐加快。全省农产
品加工业销售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呈“井喷式”发
展，带动广大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经商。全省启动农
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建设，无人机、智能控制等新
型机械加速推广。

日前在长沙落幕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上，湖南发挥主场优势，主推农产品产
销对接，专场推介安化黑茶、湖南红茶、湖南茶
油等优势农产品，加快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
场。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关
于开展建筑施工及农村危房改造质量
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
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立即全面开展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

《通知》指出，全省住建系统要把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简称“危
大工程”）作为监管执法的重点，特别
是对于未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
按规定审核论证、审查专项方案，未按
照专项方案施工等行为， 要立即责令
整改， 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提出行政
处罚建议。

《通知》强调，各地要重点开展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质量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 坚决整治为完成考核目
标任务赶工期而忽视安全和质量行
为，严防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一是检查
施工图审查及备案、 开工安全生产条
件审查、施工许可手续办理情况。 二是
检查施工、 监理单位人员配备到岗情
况，重大危险源管控情况，质量常见问
题专项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质量安全
保证体系落实情况。

《通知》还要求扎实开展农村危房
改造隐患排查，各市州住建主管部门要
督促县、乡落实选址踏勘到场、定点放
样到场、基槽验收到场、竣工验收到场
的“四到场”制度，全面加强农村住房建
设质量安全管理。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谭萍）本周冬装需要正式出
场了。 天气预报称，本周湖南将有6天左
右时间下雨，有两次冷空气过程，其中
16日至18日冷空气势力强，需穿着冬装
御寒。

进入11月以来， 湖南一直多阴雨。
气象学上把这种连续多天阴雨连绵、阳
光寡照的日子叫做“连阴雨天气”，湖南
在春天和秋冬季节出现连阴雨天气的
概率都比较高。 阴雨天使人心情压抑、
情绪低落， 提醒大家注意调节情绪，饮

食起居要有规律，适当参加体育锻炼以
利体内湿气散发。 俗话说：“冬天动一
动，少闹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
碗。 ”冬季适当的锻炼可增强身体抵抗
力来抵挡疾病的侵袭，但冬季运动不宜
大汗淋漓，要注意“冬藏”，运动量应由
小到大，逐渐增加。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湖南有6天左
右下雨，累计降雨量异常偏多，主要降
雨时段在14日至16日，14日湘西、 湘中
降雨加强，15日湘中以南局部暴雨，18
日省内天气转好。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刘湘波 ）今天，湖南兴湘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
集团”） 与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资公司”）及中南大学粉
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粉冶中心”） 签署增资扩股框架协
议，根据协议约定，兴湘集团将对粉冶
中心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兴湘集团
将持有粉冶中心51%的股权， 中资公司
将持有粉冶中心49%的股权。

据了解，粉冶中心依托中国工程院
院士黄伯云领衔的专家团队和中南大
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研发
能力强、可转化成果多；粉冶中心旗下
的博云新材是我省新材料和军民融合
产业的标志性企业，正参与C919大飞机
等航空、 航天领域国家重大装备制造。
兴湘集团是湖南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平
台，主要通过发展股权运营、基金投资、

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等四个方面的业
务，服务于全省经济发展和国有经济布
局结构调整需要。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认为，兴湘集
团增资扩股粉冶中心是一次强强联合、
多方共赢的合作，意义重大，将国有资
本直接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民融
合产业， 有利于我省实体经济的发展；
兴湘集团通过向粉冶中心输入资本、经
营、管理，可加快粉冶中心科研成果的
产业化转化。

兴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国平
表示，兴湘集团将与粉冶中心、中资公
司一道，尽快完成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报批程序、签署正式增资协议，尽早完
成股权交割；各方合力将粉冶中心打造
成为推动我省乃至全国新材料和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将兴湘集团
增资扩股粉冶中心项目打造成为校企
产学研合作的典范。

助力“双11”
高铁“送快递”

广铁集团将开行122趟高铁列车，
预计运送快递2.87万件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徐婧） 广铁集团11日发布，11日至20日，广
铁集团将连续10天在长沙南站等高铁站推出

“双11”电商快递运输服务。 期间，广铁集团每
天共开行122趟高铁动车组列车送快递， 预计
共运送快递2.87万件，总运量达1985吨。

今年参与快递服务的高铁列车主要为广州
南至长沙南、深圳北至长沙南、长沙南至合肥南
等方向。 快递主要存放在高铁列车的大件行李
存放处、最后一排座椅后方及快件柜。还选择了
25趟客座率在60%以下的高铁列车，预留1节二
等座车厢专用于快递装运。

据介绍，广铁集团已连续3年推行“双11”高铁
快运服务，由原有的“站到站”运输服务拓展到“门
对门”全程服务，并提供“当日达、次晨达、次日达”
等多种运输服务。

省市场监管局部署
机构改革和反腐倡廉工作

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日

前，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体干部大会，部署机构
改革和反腐倡廉等工作。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
工团结一心、奋发有为，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根据《湖南省机构改革方案》，10月29日，
在原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药监局、省知识
产权局等职责的基础上， 整合省发改委价格监
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 省商务厅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执法等职责， 挂牌成立了湖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

“推进市场监管机构改革，有利于营造更加
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 ”省市场监管
局局长向曙光说，目前，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加快推进“三定”、人员
职能整合、财物资产划转、规章制度建设等四项
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 省市场监管
局决定从今天开始， 在省局机关开展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专项整治工作。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蔡斌 胡鸿婵）11月9日上午， 乘坐航班
CZ606从张家界前往长沙的旅客刘璐，成为张
家界荷花国际机场(简称“张家界机场”)的第
200万名旅客。 这是张家界机场自1994年通航
以来， 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200万人次大
关。

近年来，张家界机场以打造“国际一流旅
游机场”为目标，借助张家界蜚声中外的旅游
金字招牌，着力构建航空服务、对外开放和经
济发展平台， 推动张家界民航运输稳步发展。
数据显示，自2015年机场新航站楼启用后，张

家界机场旅客吞吐量逐年攀升，2015年达到
158万人次，2017年达到178万人次。 此次年旅
客吞吐量突破200万人次，标志着张家界机场
正式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

作为张家界联通国内外的窗口，张家界机
场通航24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2441万人次。
目前，张家界机场共有15家航空公司运营42条
客运航线， 航线基本覆盖国内外主要大中城
市、热点旅游城市，开通港澳台、东南亚、韩国
等航线。 今年，新开通张家界至河内、胡志明、
雅加达航班， 开通张家界至曼谷定期航班，加
密台北航班，境外市场增长态势喜人。

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六大强农行动”喜见成效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启动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 农村危房
改造项目是重点

本周继续阴雨绵绵
16日至18日冷空气势力强

国有资本推进校企产学研合作
兴湘集团将增资中南大学粉冶中心

年旅客吞吐量首破200万人次

张家界机场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

� � � � 11月12日，保靖县清水坪镇邮政农村电商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在为果农包装柑橘。 近年，
该县把产业扶贫与农村电商相结合，改变农产品以前“肩挑手扛挑着卖”的传统方式，为农民的土
特产品插上了“互联网翅膀”。 俞采华 彭薇 摄影报道

电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