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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邓竹君 张慧） 省机场管理
集团今日发布，截至28日，全省八大机
场今年总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3000万
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12月26日岳阳机场开通，我省
已有长沙、张家界、常德、永州、怀化、衡
阳、邵阳、岳阳8个民用机场，累计开通
航线360条。

截至28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客流

量突破2512万人次，张家界荷花国际机
场客流量突破215万人次， 常德机场破
70万人次，衡阳机场破80万人次，均分
别创下各大机场历年新高。

今年来，省机场管理集团围绕“一
枢纽一干多支”航空网络目标，挖潜增
效调结构，打造长沙区域性国际航空枢
纽，统筹张家界干线机场和省内其他支
线机场协调发展，加快一流机场集团建
设。

长沙黄花机场航线网络大幅拓
展，共通航国内城市99个、国际及地
区城市44个，新增至伦敦、公主港、清
莱、朗勃拉邦、西哈努克等国际客运
航线，可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
家和地区的31个城市， 居中部前列；
长沙至张家界“空中快线”加密至每
天7班； 全省支线机场前11月的客流
量同比增幅达63.1%。

民航货运增速喜人。前11月，黄花

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14.2万吨，同比增
长12.5%，远超中南地区平均增长水平；
国际货邮吞吐量2.7万吨， 同比增长
115.5%。

航班正点率稳中有升。 前10月，黄
花机场航班放行正点率在全国主要机
场排名稳居前十。

目前，长沙黄花机场正实施新一轮
总体规划修编， 加快东扩二期前期进
度；湘西、郴州机场已获批建设。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朱运来）今天，
湖南省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务集团”）挂牌成立，将
建成全省港口的建设运营一体化平台、运营投融资平台、服务“港
产园城”融合发展的支撑平台和我省通江达海、走向世界的开放
合作平台。

省港务集团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为主体，资本为纽带，市场
化运作”原则，按功能型企业定位，以省水运投等省属国有资本为
主体，联合岳阳市属国有资本，搭建全省港口资源整合省级平台。
注册资本金为50亿元，其中省属国有资本占股60%，岳阳市属国
有资本占股40%。 公司具体负责湖南“一江一湖四水”（长江湖南
段、洞庭湖、湘江、沅水、澧水、资水）及其他区域性重要港区的资
源整合，公共码头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统一运营，港口物流
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开发。

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鹏飞介绍，作为省
水运投控股的子公司，省港务集团成立后将着力推进港口建设的
生态化、智能化、集约化、专业化，彻底改变过去资源分散、各自为
政、竞争无序、开发过度、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乱象；着力推进全
省港口资源的全面整合、港产园城发展的全面融合、“公、铁、水、
空”运输的全面联动，最终形成规划布局合理、功能划分清晰、资
源配置优化、运营管理高效、产业联动活跃、生态环境优美的港口
经济发展新格局。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黄
利飞）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步，湖
南资本市场已经走过25年历程。今
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湖南资
本市场25周年摄影图片巡展” 在长
沙泊富国际广场拉开帷幕。

湖南首家证券专业报纸、 湖南
第一家工程机械上市公司中联重

科、三钢合并上市第一股华菱钢铁，
出版传媒产业集团整体上市第一股
中南传媒、 湖南创业板第一股爱尔
眼科……本次摄影图片展分为上市
公司、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新三板
市场4大板块，近百张图片定格湖南
资本市场25年发展的重要节点。

湖南证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何

庆文介绍，截至2018年12月底，全省
共有A股上市公司104家，上市公司
数量排在全国第九位， 累计实现直
接融资2957亿元； 拥有证券期货公
司6家、证券期货分公司和营业部共
479家、新三板挂牌公司226家。湖南
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夯实基
础。

助力湖南发展
建功立业

中国石化驻湘企业10年
上交利税1170余亿元，对湘供
应成品油6911万吨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
天，中国石化驻湘企业在长沙联合举行《“中国
石化在湖南”白皮书》发布会，这是中央驻湘企
业首次以集体名义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中国石化驻湘企业整体亮相， 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展示了入湘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助力
湖南跨越式发展、 满足全省居民生活需求的成
绩单：2008年至今， 中国石化驻湘企业累计加
工原油7139万吨， 对湘供应成品油6911万吨，
共计上交利税1170多亿元。

中国石化驻湘企业主要包括巴陵石化、长
岭炼化、湖南石油，拥有1000万吨/年炼油加工
能力、200万吨/年各类化工品生产能力， 平均
每天为60余万台汽车加注油品，是湖南成品油
和化工品生产供应的主渠道。

作为我省首个千亿产业群， 中国石化驻湘
企业成为湖南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巴陵石化
累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6项，拥有
授权专利353件；长岭炼化先后研发5项炼油核
心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湖南石油创新开发油库
管理系统、液位仪系统全国领先。

未来，中国石化驻湘企业还将成为“气化湖
南”的强大动能。2017年9月中国石化潜江至韶
关输气管道湖南段开工，根据设计能力，每年可
向我省供应天然气50亿立方米，投产后可彻底
改变我省供气渠道单一、用气紧张局面。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下午，由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和长沙市房地产商会联合主办， 易居企业集团·克而瑞协
办的“致敬———湖南城建40年暨2018湖南房地产年度总评榜颁奖典
礼”在长沙市举行。 活动组委会现场发布了2018年度地产行业十
大新闻、2018年度品牌楼盘精彩营销案例，长沙市房地产商会与
近50家行业商（协）会、品牌供应商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自2015年至今， 湖南房地产年度总评榜颁奖典礼已连续举办4
届。 从名盘巡礼到年度新闻盘点，从企业交流到专家论道，从推动校
企合作到跨界融合，该活动全视角、全方位记录、观察湖南楼市，成为
一场覆盖全省、最具权威性的湖湘楼市盛典。

根据新湖南客户端、长沙市房地产商会微信公众号大众投票
和专家综合评审，保利、龙湖、中建信和、绿城、卓越、金茂、新华
联、鑫远、天健、湖南建工集团、环球世纪、佳兆业、金地、北大资
源、阳光城、金科、五矿、振业城、中天、金盘子控股、新力、红星·美
凯龙、湘粮国际、信远智邦置业、中粮集团等近30家品牌房企楼
盘，分别获得“2018年度品质楼盘”等13项楼盘类大奖；颜亮、张
金玉、陈亮、邹国煊、傅波、揭选松、杨瑞峰、胡学刚、刘明、李刚、王
磊获得“湖南城建40年功勋人物奖”，陆赟、李根、谭龙铮获得“湖
南城建40年营销策划奖”； 龙湖集团长沙公司等13家企业获得
“湖南城建40年企业贡献奖”。

全省机场今年总客流量破3000万人次
8大机场累计开通航线360条

近百张图片展示湖南资本市场变迁
� � � �截至2018年12月底，全省共有A股上市公司104家，上市
公司数量排在全国第九位，累计实现直接融资2957亿元

湖南省港务集团起航
整合全省港口资源， 打造通江达海

开放合作平台

2018湖南房地产
年度总评榜发布

新年近
鲜花俏
12月25日，攸县菜花

坪镇云田花卉产业园，工
人在搬运鲜花，准备打包
出库。目前，该园已建成
温控室内育花大棚9个，
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新
年临近，花卉市场迎来销
售旺季，该园平均每天售
出3万至4万株鲜花，主要
销往广东、浙江等地。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贺勋 摄影报道

颁奖典礼现场揭晓多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