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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莫凡） 为促进工业高质量
发展，省工信厅制定《湖南省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办法》，
并在今天举行听证会，听取了来自
全省企业、园区及相关行业共18名
听证代表的意见。

该管理办法对省级示范基地的
主要产业领域、申报条件、管理方式
等进行了规范。 其中，省级示范基地
的申报条件部分对标国家级标准，
对申报基地的产业实力、 特色及创
新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以提高示范
基地的“含金量”。 省工信厅表示，将

对省示范基地实施动态管理，综合评
价结果优异的基地给予专项资金支
持和政策倾斜，以此促进示范基地提
质增效，推进制造强省建设。

听证代表就评价指标体系、政
策支持、基地管理评价、产业集聚等
方面提出建议。 如对园区内符合主
导产业定位的企业加大支持力度，
进一步引导产业集聚等。

据悉， 我省目前共有17家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47家省
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为推
动我省新型工业化发展起到了示范
带头作用。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田超男 陈俊晔

6月中旬，2019世界交通运输大
会在北京举行。 邵阳公路桥梁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阳路
桥”）应邀参会，与来自6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学者及企业代表深入交
流。 近年来，邵阳路桥积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投身“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在远
离邵阳1万多公里的阿尔及利亚，用
实力和诚信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2013年底，邵阳路桥迎来走出
国门的重要机遇。 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阿尔及利亚公司承包了阿
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希法段项
目，并对外寻找合作伙伴。 有着高
速公路施工经验和良好口碑的邵
阳路桥在众多竞标企业中脱颖而
出，赢得希法段E4标段10.4公里承
建项目。

2014年1月，邵阳路桥组建阿尔
及利亚项目部，派出精英团队参与施
工建设。 尽管希法段E4标段比其他
项目部晚半年进场，但最终赶超其他
项目部施工进度,去年4月19日，E4标
段提前竣工通车。

鉴于邵阳路桥在希法段E4标段
施工中的突出表现，南北高速项目总
部又将全线重点、难点施工项目V29.4
大桥施工重任交给他们。 V29.4大桥

全长720米，施工位置处于峡谷中，地
势险峻复杂，施工难度极大。

此前，该项目由阿尔及利亚一
家公司施工，由于该公司技术和速
度跟不上，难以在预定工期内完成
交付。 应项目总部请求，邵阳路桥
临危受命，负责大桥下部结构、320
片T梁预制和架设、1440米桥面铺
装及附属工程施工任务。

为确保按期、保质完成施工任务，
项目部组织精干施工队伍， 调集龙门
吊、架桥机、吊车等十几台大型机械设
备用于施工。公司领导、项目部负责人
靠前指挥，工程技术人员攻坚克难，施
工人员加班加点。去年12月31日，最后
一片T梁架设成功，V29.4大桥主体工
程在规定工期内完成。 邵阳路桥用
100天时间，完成了原本需要3年的工
作，在北非创造了新的“中国速度”。

今年5月， 中建阿尔及利亚公
司又指定邵阳路桥项目部，支援建
设舍尔沙勒绕城高速公路项目V6
高架桥。 项目部短短6天就组织力
量进场施工，目前施工正抓紧进行
中。

邵阳路桥阿尔及利亚项目建
设赢得广泛赞誉，中建阿尔及利亚
公司授予其“优秀合作单位”称号，
并提出双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为深耕北非，邵阳路桥已在阿
尔及利亚租地30亩，将其打造成公
司的一个长期性营地。

我省加强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管理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慧 李飞）记者今天从张家界荷
花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张家界机场）获悉，
今年上半年，张家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127万人次， 安全保障航班起降11594架
次，分别同比增长33.45%、28.43%，均创
历史新高。其中,6月份旅客吞吐量达30万
人次，刷新张家界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历
史纪录。

据了解，目前张家界机场航线网络已
覆盖国内外43个城市，其中,国内37个、国
际及地区6个。今年，张家界先后新开呼和
浩特、桂林、郑州、丽江、扬州5条国内航
线；加密揭阳、青岛、天津等10个城市。 越
织越密的航线网络，大幅提升了张家界城
市的通达性和旅客出行的便捷度。

近年来，张家界大力推出“航空+文
旅”产品，积极打造“长张空中快线”品牌，
张家界航空市场发展势头持续强劲。今年
上半年，张家界机场始发旅客累计60.7万
人次，同比增长37.27%。 国内方面始发客
流主要集中在上海、长沙、南京、广州、北
京等城市。 目前,长沙往返张家界每天达
到7班。 国际方面加强与东南亚各国航空
旅游市场对接，国际旅客吞吐量迎来“跨
越式”发展。今年上半年，国际地区完成旅
客吞吐量13.5万人次，同比增长125%。

张家界机场上半年
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国际地区完成旅客
吞吐量同比增长125%�

� � � � 湖南日报 7月 3日 讯 （记 者
孟姣燕 ）中石化长郴娄成品油管道
汨罗站，推行长输成品油管道“立体
网格化”保护管理模式，有效提升了
外管道的保护力度。

中石化长郴娄成品油管道汨罗
段外管道，全长65公里，是长郴娄

管道的“咽喉”。 2018年10月，针对
打孔盗油频发， 汨罗站开始开展网
格化管理。 与汨罗市政府明确了网
格责任和管道网格化机制， 并向各
网格化管理单位提供管道走向图，
确保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不影响管
道。同时，在管道周边居民群众中发

展“信息户”，群众既是涉管信息的
报送人，又是管道保护的宣传人。此
外，该站配备了泄漏报警系统、光纤
预警系统和高清摄像头， 为管道保
护加上了三重保险。目前，该模式覆
盖效果好， 全方位解决了长输管道
管理过程中的痛点。

筑牢管道保护篱笆
中石化长郴娄成品油管道汨罗站推行“立体网格化” 管道管理模式

精准扶贫在三湘

演绎“中国速度”
———邵阳路桥参与北非基础设施建设小记

� � � � 7月3日，衡阳
运输机械有限公
司车间里一派繁
忙景象，工人们在
加班加点赶订单。
共建“一带一路”
带来的新商机，今
年来，企业陆续接
到来自安哥拉、几
内亚、 赞比亚、刚
果金等国的订单，
1月至6月，完成对
非订单额3000万
元人民币。

罗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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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肖力元 周炜明 李振江

7月2日中午12时30分，衡南县泉
湖镇双口村禾根塘组，68岁的贫困户
封木辉拧开房屋门前的水龙头，一股
清澈干净的自来水流进了水桶，老人
准备洗菜淘米做中饭。

封木辉动情地说，前几年，他全
家3口人喝的水是组里临时挖的一口
水井里的水，井水没有过滤，沉淀物
多，喝了易患肾结石。

去年6月下旬， 县委巡察组到村

里了解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等惠民政
策的落实情况，村民们的反映引起县
里高度重视。 巡察组要求村里在半个
月内，解决封木辉和村里几位贫困户
的安全饮水问题。

村里按照国家政策，每个贫困人
口补助500元，用于打井、铺设水管、
安装自来水。

“去年6月底，村支两委在农村安
全饮水专项资金中， 统筹1500元经
费，封木辉与本组村民王芳春共建了
一口水井。 ”村党总支书记文华南说。

记者看到， 封木辉家的自来水，

直接从村民王芳春家楼顶的水塔接
到自家的房屋前，封木辉家终于用上
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在村里，受益的不只是封木辉一
家。 去年，县委巡察组对该村55户贫
困户的饮水安全问题进行巡察，发现
包括封木辉、王芳春家，村里共有4户
贫困户的安全饮水不达标， 其他2户
是楠竹坪组伍银龙、 江木塘组刘知
国。

“和封木辉、王芳春家里喝的是
临时水井的水不同， 这2户人家喝的
是山坪塘水。 ”据介绍，4户贫困户均

因病、因残致贫，他们生活来源主要
以种田种菜为主， 没有其他经济来
源，打不起饮用水井。

“村里统筹整合农村安全饮水专
项资金近7000元，委托专业技术人员
对4户贫困户采取分建或合建的模式
打井取水。 ”村主任黄先军说，江木
塘、禾根塘地势高，缺地下水源，打水
井时最深的达到70米，浅的40米，3口
井足足打了半个月时间。

目前，全村户户喝上了安全卫生
的饮用水。

贫困户喝上了放心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