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蒋海兵

12月14日2时,完成197个集装箱吊装
的捷安16号班轮，缓缓离开岳阳城陵矶新
港码头，驶向上海港。 今年1至11月，湖南
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共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61.6万标箱,同比增长16.2%。

城陵矶素有“长江中游第一矶”“长江
八大良港之一”之称，是湖南“物流全球”的
重要节点，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为实现岳
阳与长沙两港资源整合、联动发展，实现最
佳效益，在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下，承载
着湖南海洋梦的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
（以下简称“港务集团”） 于2015年5月揭
牌，2016年1月运营。

今年初，岳阳市“港口建设”大会战给
港务集团下达目标任务： 全年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65万标箱， 其中岳阳城陵矶港完成
50万标箱。

然而，市场波诡云谲、变幻莫测。 受国
家暂时中止岳阳林纸进口废纸配额、 岳阳
林纸出口成品纸转内销、 广汽三菱汽车配
件实现国产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港务集团
进口集装箱量刚性减少。

挑战前所未有，压力前所未有。 港务集
团党委行政班子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反复研
判市场形势，提出“以目标任务为导向，以市
场拓展补缺口，以优质服务强竞争”的发展
思路，迎难而上，拓市场、增航线，挖潜增效。

从年初开始， 港务集团从高管到业务

部门负责人，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主动
上门与船代、 货代公司及生产企业沟通对
接，帮助他们优化物流方案。 对北粮南运、
广东陶土、内蒙煤炭、湖南建材等业务，则
采取“散改集”“陆改水”模式，扩大货源，增
加箱量。该集团积极实施“西进”战略，深入
中远海、 重庆港盛等公司宣传城陵矶港的
区位优势和优质服务，成功开通了“渝-岳
-沪”“宜-荆-岳”水水中转航线和“岳-沪”
线。 7月26日，港务集团在长沙召开港航物
流产业重点企业对接会上， 与13家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

港务集团发展得到了岳阳市委、 市政
府和城陵矶新港区的全力支持， 继续享受
“一区一港四口岸”奖励政策，鼓励物流企
业新开航线、增加航班密度。从9月份开始，
“岳阳-上海” 始发班轮由原来的每周5班
增至13班，并增开了“岳阳-洋山”始发班
轮，每周3班；同时,升级单船运力，船均仓
位数由以前的280标箱升级至400标箱，最
大船型达610标箱。

“水水”中转战略，以岳阳城陵矶新港
码头为母港、环洞庭湖水系港口为喂给港，
打造了“穿梭巴士”航线，形成了“长-岳”天

天班航线、“衡-长” 周二班航线、“常-岳”
周二班航线， 湖南所有水运集装箱均在新
港码头集合并发运， 确立了新港码头的湖
南集装箱龙头地位， 打造了长江中游地区
重要的中转枢纽中心。

随着停靠城陵矶港的班轮增加， 从城
陵矶始发航次的密度增加了3成。如何让客
户“进得来，走得快”？ 港务集团断然决策：
打造长江又快又优港口。同时，采取了一系
列动作：优化工艺流程，调整堆场规划，合
理利用生产资源，实行30天免堆存费，实行
“5＋2”服务通关、“白＋黑”全天候查验，从
而大大提高了生产作业效率和服务水平。
外集卡车30分钟超时率控制在3%以内，客
户满意度达96.8%。 城陵矶新港公司更是
开展“夺高产、创新高”劳动竞赛，每天交接
班时间由原来1小时压缩为30分钟， 创造
了白班710自然箱、晚班886自然箱、9月份
50487标箱的最高单班、单月生产纪录。 1
至11月， 城陵矶新港公司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46.48万标箱， 同比增长18.81%。“浦海
228”船长方胜利感慨：“城陵矶新港的服务
水平越来越好，作业效率越来越高，已经成
为长江沿线港口中的一张靓丽名片。 ”

既要经济效益，又要社会效益；既要当前
发展，更要长远发展。 港务集团始终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
求，以创建绿色港口为载体，立足于把城陵矶
港建设成为绿色、 低碳港口， 尽心尽力守护
“一江碧水”。 在前两年完成靠港船舶使用岸
电技术、 港区设备电机变频调速及势能回收
综合节能技术等4个项目的基础上，今年又投
资5000多万元，进一步完善绿色港口建设项
目。 目前，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港口高效
节能灯应用等一批项目均顺利完工、 投入使
用。 港口高效节能灯应用使场内照明电费下
降了50%以上，港口污水经过水解酸化、接触
氧化等处理后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新时代，新目标，新征程。 如今的港务集
团，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引领江湖
向海洋，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风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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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立潮头向海洋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集装箱快速增长纪实

长沙住房公积金
可“刷脸”提取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王文）近日，长沙市
住房公积金新增微信公众号“刷脸”功能，缴存职工可
在线“刷脸”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等业务。

目前，长沙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关注量超40
万人。 针对微信公众号用户活跃度高、关注量大的特
点，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进一步开发微信公众号功能，
从以前主要提供查询、咨询业务，增加了住房公积金
离职提取、退休提取、出境定居提取、低保提取和归还
本中心贷款提取等业务。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登录微
信，关注“长沙住房公积金”公众号，绑定本人信息，即
可查询个人账户情况、还款明细、贷款信息、贷款办理
进度、提取明细、个人明细账等。 符合提取办理条件的
缴存职工，通过腾讯慧眼验证身份信息后，只要上传
本人银行卡、 照片等相关资料， 即可办理提取业务。

“刷脸”提取业务上线近半个月来，已在线办理提取业
务1283笔、1334.87万元。

近年来，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围绕“便民惠
民”宗旨，为缴存职工提供网上业务大厅、微信公众
号、手机APP等多种服务手段，此次新增微信提取
功能，进一步方便了缴存职工掌上办理住房公积金
业务；其“刷脸”功能与公安系统联网验证身份，有
利于业务安全、高效办理，防控资金风险。

全面提升流动党员管理水平
邵东探索实行“123”模式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龙新春 赵爱姿）近日，邵东县魏家桥镇驻昆明市流动党员
党支部成立“扶贫助困爱心基金”，聚力支持家乡脱贫攻坚。

邵东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在
40万人以上，其中流动党员有8032人，约占全县党员
总数20%。为适应流动党员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和新要求，近年来，该县探索实行“123”工作模式，即
立足“一个支点”、实施两大工程、建立“三项机制”，全
面提升流动党员管理水平。

立足“一个支点”，即依托异地邵东协会、商会，在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集中地建立流动党组织，使流动党员“离乡
不离党”。 目前，已先后在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云南昆明、
浙江义乌、贵州兴义等地，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18个。实施
两大工程，即“服务工程”“回归工程”。 通过实施“服务工
程”，举办缝纫、栽培等实用技术培训班，增强流动党员致
富能力；通过实施“回归工程”，挖掘流动党员带富潜能，发
挥他们在招商引资中的“宣传员”“招商员”作用。 近3年来，
流动党员共为家乡带来600多项致富技术，引进企业63家，
引资达35亿元。 还有17名流动党员返乡创业，有46名流动
党员回乡当选为村干部。

邵东县还建立了精细化动态管理、 网格化分类管理、
常态化教育管理“三项机制”，让流动党员“流动不流失”。

双牌从源头化解
扶贫领域信访问题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向阳 周幻 )“崔支书， 村干部作为工作开展的第
一关，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好各项规章制度，防止各
类信访事件发生。 ”12月17日，双牌县纪委书记在上
梧江瑶族乡调研扶贫领域纪检信访时， 殷切嘱咐当
地村支书。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双牌县扎实开展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对涉及扶贫领域信访
举报件进行“大起底、大排查”，严守“受理、办理、研
判”三道关卡，力求一次结案，并通过举报线索排查
同类问题，有效减少和避免重信重访、越级访和集体
访。开通“绿色通道”，对此类信访进行专门受理和分
类登记。建立扶贫领域信访件专门工作台账，实行动
态跟踪管理。 落实“首办责任制”，快速处理、限期办
结。 强化“分析研判”，探究原因、妥善处置。 到目前，
双牌县今年受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信访61
件，基本实现如期办结。

� � � � 湖南日报 12月 19日 讯 （记 者
田育才 ）12月18日， 大湘西天然气管
道张家界境内段正式开工建设。 该项
目完工后， 对提高张家界能源保障能
力、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该市天然气供
应保障能力将起到重要作用。

大湘西天然气管道支干线项目
（花垣—张家界段） 是省“气化湖南
工程” 战略重点项目， 线路全长135
公里， 其中张家界境内管线约10公
里。 该段管线从永顺县岩下村北的青
坪阀室向北， 穿越306省道、 澧水之

后向东至张家界市永定区龙盘岗村。
目前， 花垣至张家界管道的花垣、 保
靖、 古丈和永顺段均已陆续开工建
设， 或开始征地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为8000万
元，建设工期12个月。 项目建成后，可
为张家界年供气1.59亿立方米， 能满
足张家界境内工业及居民用气需求，
惠及居民30多万户。

怀化举办首期侗戏培训班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雷鸿涛 李夏涛 卢宗旺）

12月17日，怀化学院举行第3期侗锦织造技艺、首期侗
戏培训班结业典礼。

该培训班是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
训计划活动之一，由怀化学院承办，旨在为非遗保护提
供高校学术和教学资源支持，提高传承实践能力。

首期侗戏培训班有40名学员，由通道侗戏协会选送，
他们在怀化学院学习了1个月。上课老师有专家教授，也有
表演艺术家和侗戏国家级传承人等。 通过培训，学员的表
演技术、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得到提升。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李治）
“没想到办理广告招牌审批这么方便
和迅速， 全在手机上完成了!” 今天，
在长沙县金海岸学生公寓工作的李先
生提起星沙街道办事效率， 深表认

同。 门面装修期间， 李先生碰到了开
元路社区网格员下网格走访， 在网格
员的指导下下载了“居民通”， 就像
快递一样，全程可查流程，非常方便。

以“小事不出网格， 大事不出社

区” 为目标， 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和
网格化系统融合， 星沙街道推动社区
人员转变工作方法， 主动下网格巡
查， 然后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及时
解决问题。 街道还开发了“居民通”，
居民只需下载APP，“户外广告 （活
动） 备案登记” 等业务可实现网上
“零跑腿”。

大湘西天然气管道张家界段开建

星沙街道：线上+线下，群众“零跑腿”

垃圾分类
从孩子抓起

12月19日， 长沙市开
福区通泰街街道西园社
区， 小朋友在参加垃圾分
类游戏。当天，该社区联合
辖区内的学校和幼儿园共
同举办“垃圾分类，还孩子
们一个多彩的未来” 主题
宣传活动。 通过游戏和现
场宣讲， 让孩子们养成垃
圾分类的好习惯， 争做环
保小卫士。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861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5
471
6524

3
10
175

220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9164
74593

193
168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2月19日 第2018149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351399 元
09 2413 14 16 17 23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2 月 19日

第 2018346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62 1040 1104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42 173 405166

1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