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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年度盘点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宋伟）天门山、老道湾、
老院子游客络绎不绝，入冬以来，连续4
年荣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的
张家界市永定区旅游接待依然火爆。去
年，永定区旅游群花绽放，捷报频传，1
至11月共接待游客1451.52万人次，同
比增长12%， 实现旅游总收入112.2亿
元，同比增长20%。

以自然观光游为主的天门山核

心景区，先后举办了汽车漂移挑战天
门、第二届翼装飞行世锦赛、《让熊猫
飞》和《玩命邂逅》电影拍摄等活动。
特别是翼装飞行世锦赛，世界翼装联
盟将整个挑战活动的过程及幕后故
事，以电影的拍摄手法制作成纪录片
《天门》，世界知名纪录片频道———美
国国家地理频道买断《天门》全球播
映权，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数十个
国家电视台播出，荣获2013年班夫山

地电影节“最佳山地运动电影”，这是
中国极限运动纪录片首次获此殊荣，
引起极大反响， 海内外游客趋之若
鹜。

同样，在永定区，以文化民俗、非遗
项目为特色的老院子、 土家风情园、石
堰坪古民居等景区景点，大打文化旅游
牌， 在张家界旅游市场中占比逐年上
升。特别是石堰坪村今年入选首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其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群，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有
的斗诗文化，在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
下》专题播出后，游客大增。截至目前，
已接待游客12万人次， 创收过千万元。
在乡村，新开发的老道湾景区以休闲度
假游为主打，7月对外开放以来，游人如
织，已成为我省旅游的新亮点和张家界
休闲养生的新名片；漂流探险游为主的
茅岩河漂流， 已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孙振华 李伟锋
通讯员 王春芳）新年伊始，中石化长岭
炼化传出消息，该公司2013年加工原料
油794万吨，上缴税金80.67亿元，盈利
3.03亿元， 吨油利润38元， 创近年来新
高，在中石化长江沿线炼油厂中，效益
雄居首位。

长炼800万吨炼油新装置，2011年8
月全面投产，2013年满负荷运行。 在集
中控制室记者看到，数十块电子显示幕
上，自动化炼油流程一目了然。该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李华介绍，这是目前全
球较为先进的炼油装置之一，自动化控
制率达95%以上； 该装置采用加氢炼油
新工艺， 将多个炼油环节优化组合，缩
短生产流程1/3，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去
年， 长炼吨油利润能跻身行业前列，新
装置立下了汗马功劳。

凭借这套先进炼油装置，长炼轻油
的收率由以往的69%提高到79%。 以前
炼油后产生的渣油，一般用来生产廉价
焦炭，现在能从中提炼高品质汽柴油。1

吨焦炭售价1000元，1吨汽油售价7000
多元，效益显而易见。航空煤油、聚丙
烯、三苯等高附加值产品产量也得到大
幅提升。 长炼供应黄花机场的航空煤
油 ，2011年不到该机场总使用量的
10%， 新装置运行后目前提高到了65%
以上。

紧贴市场组织生产。长炼在保证基
本油品供应同时，优化产品结构，扩大
高附加值油品及其他产品的生产。2013
年，97#汽油、车用柴油、航空煤油等高附

加值油品， 分别增产15万吨、10万吨、7
万吨，为公司增收1.4亿多元。长炼70%
的原油来自海外， 油品采购的种类、数
量、时间、质量、价格，踩准国际市场节
拍，去年原油采购节约成本近1亿元。

精细化管理对企业创效同样重要。
据该公司党委书记文志成介绍，通过人
性化管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2013年，
吨油完全费用下降2.87元， 全年节约费
用2200多万元；企业也创下了安全生产
10年无事故纪录。

衡阳经济稳中向好
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

分别突破2000亿元、200亿元大关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 ）

今天，记者从衡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该市经济发展呈现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良好态势。去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财政
总收入分别突破2000亿元、200亿元大关， 达到2171亿元、211.8
亿元，比上年增长10.5%、13.01%，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去年，衡阳市委、市政府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攻坚
克难，务实进取，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精心谋划项目，强力
推进项目，项目建设规模前所未有、力度空前。全年共完成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1436亿元，比上年增长35%；开工建设重点
项目337个，完成投资653.87亿元，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
重要力量。

在推动项目建设中， 衡阳市着力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
效益型转变，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占全市重
点项目投资总额的90.8%，其中重点工业项目达131个，强力推
进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去年，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11.8%，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36%。

“确保各项工作
想清楚有准备干明白”

省政府就《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各界人士意见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贺佳 冒蕞）近日，省政府召开座谈
会， 征求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简称《报
告》）的意见和建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希望大家始终关
注全省改革发展，多出主意、多提建议，确保政府各项工作想清
楚、有准备、干明白。

副省长盛茂林、黄兰香，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出席相关座
谈会。

座谈会上，黄伯云、印遇龙、朱有志、刘志仁、李建国、李建
华、杨胜刚、王晓光等院士、专家、企业家代表，李文健、龙晓清、
周发源、黎作凤、汤祚国、梁立坚、刘飞香、王红舟、朱文等部分
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纷纷踊跃发言，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
认为，《报告》 充分总结了过去一年全省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
验，明确了明年改革发展的全局思路和工作重点，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还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科技创新、
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现代服务业发展、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开放型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等方面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并对《报告》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杜家毫边听边记， 并就一些具体问题与大家互动探讨。他
说，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省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大家都
希望湖南发展得更好、更快一点，改革开放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这份美好的心愿在各位发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大家来自科
研、生产等领域的一线，对很多问题有切身感受，提出的意见建
议符合中央、省委的要求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做好
政府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报告》 起草小组要认真梳理、
仔细研究、充分吸纳，并转化成改进和提升政府工作的强大动
力，确保各项工作想清楚、有准备、干明白。

杜家毫指出，明年是许多重大改革的起步之年。我们要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结合湖南实际，把“稳中求
进、改革创新”贯穿于明年工作全局，认真做好顶层设计，进一
步明确改革发展的大方向，把更多精力落到创新驱动、国企改
革、转方式调结构、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上来，坚持
干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努力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
续的发展，确保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袁建平）2013年，湖南新建各
类铁路通行设施254个，超过过去10
年总和，有效保障了铁路交通安全运
营。 记者1月10日从湖南省铁路护路
联防工作会上获悉，2013年， 湖南铁

路交通事故属地管理责任死亡101.1
人，同比下降34.9%。

据介绍，湖南铁路交通事故多发，多
年来死亡绝对数居全国各省（区、市）之
首。其中，立交跨线设施不足，线路封闭
程度不高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2013年3月至10月，省综治委护
路护线联防专项组、省铁路护路办和
广铁集团等部门联合采取专项行动，
通过对湖南繁忙铁路干线“修桥涵，
封栅栏”等措施“保安全”，湖南铁路
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民生暖风拂三湘
———湖南2013之社会建设篇

●全省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经费60.11亿元

●就业稳定多增， 新增城镇就业
超过75万人，同比多增加3万人左右

●新农合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参
合率稳定在95%以上

●大病保险试点稳妥实施， 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步调高， 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惠及城乡426万人

本报1月12日讯 （李中舜 赵琳
徐亚平） 采取科学防范措施， 杜绝
出现假工伤骗保现象， 保障工伤保
险基金安全运行。今天，岳阳市工伤
保险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处成立
10年来， 已查处假工伤骗保案956
起，挽回基金直接损失1200多万元。

目前骗保案造假手段多样，包
括病历造假、事故现场造假、单位证
明造假、证人出具伪证等。针对假工
伤骗保案的特点， 岳阳市工伤保险
处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严

格审核工伤认定申请材料， 深入事
故现场调查取证， 从源头堵住造假
漏洞； 认真核实受伤职工提供的首
诊医疗机构病历资料，对伤、病史存
在疑问的及时到医疗机构复核，杜
绝病历造假和诊断证明造假； 强化
工伤认定人员培训， 提高其综合分
析判断能力；完善制度建设，对蓄意
骗保的单位和个人加大处罚力度，
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
理。目前，有8起假工伤骗保案正在
立案调查中。

长炼效益创近年新高
去年盈利3.03亿元，吨油利润38元，居中石化沿江炼油厂首位

永定区旅游逆势上扬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0%

上图：1月12日，长沙火车南站进站大厅，众多旅客排队通过安全检查进站乘车。随着春运临近，长沙各车站加强了
安全措施。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左图：1月12日 在衡阳火车站，一群学生旅客在排队上车。随着大中专院校的陆续放假，学生客流形成了该站客流
的小高峰。 曹正平 摄

保障铁路安全运营
去年新建各类铁路通行设施254个，超过过去10年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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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南站
加强监管

严禁空车驶入落客平台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即
日起， 长沙火车南站严格实行接送客车辆
分流，严禁空载车辆驶入落客平台。

据了解，为了方便接客车辆等候，位于
火车南站西广场的武广地下停车场全面开
放，地下停车场有1800多个停车位，免费停
车时间从原来的15分钟延长至1个小时。
从1月13日起， 交警部门将对火车南站周
边实行严管举措，加大对周边道路机动车
无牌无证、套牌、乱行及货车闯禁等交通
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凡是进入火车南站
的客运车、 的士及社会车辆应停至停车
场，空车严禁进入落客平台，同时将设置
相关禁令标志。若违反，将依据相关规定
罚款100元，记3分。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田兆运）
记者12日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获悉，
北京时间11日5时9分，“玉兔号” 月球车月
夜自主唤醒成功。12日8时21分， 嫦娥三号
着陆器也成功自主唤醒。

“玉兔”唤醒后，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控制下已完成一系列状态设置，建立
正常工作状态，并开始进行月面巡视科学
探测工作。嫦娥三号着陆器目前也状态正
常。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周

建亮介绍，月夜期间，着陆器和巡视器处于
断电关机状态，与地面联系中断。月夜结束
后，受阳光照射作用，两器太阳翼帆板输出
功率达到唤醒阈值时，就能按预定程序将一
些关键设备通电开机， 恢复与地面通讯联
系，并在地面控制下，建立正常工作状态。

“月夜唤醒成功，标志着我国突破了探
测器月夜生存技术。”周建亮说，“在月夜唤
醒后的十余天月昼时间内， 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将控制两器开展预定的月面科学
探测工作。”

时事连线岳阳查处
工伤骗保案956起 嫦娥三号成功唤醒

我国突破探测器月夜生存技术

从“数量就业”到“素质就业”
———我省就业工作实现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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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家湘企印尼“淘金”
2版

我国首次
300米饱和潜水作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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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之下“暗度陈仓”
———揭秘违规送礼“隐身变形”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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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专案调查
研究生考试作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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