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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曹娴）
天气晴朗， 风和日丽， 空气质量却是
轻度污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月31
日13时， 从空气质量指数实时发布平
台上可以看到， 湘潭的岳塘、 板塘、
科大3个监测点数据显示， 空气质量为
“轻度污染”， 而“罪魁祸首” 竟然是
臭氧。

有市民表示， 不是说要“保护地
球臭氧层”、 “防止出现臭氧空洞”
吗， 臭氧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反派”
角色呢？ 记者咨询环保专家了解到，
臭氧是好是坏， 取决于它所处的高度。
在距离地面10千米至50千米的高空，
臭氧能吸收紫外线、 保护地球上的生

物不被强烈的紫外线晒死。 当高空臭
氧减少时， 全球皮肤癌患者显著增加、
人体免疫系统机能减退。 高空臭氧层
中的臭氧是当之无愧的“地球卫士”，
而一旦臭氧到了距离地面10米至100
米左右的近地面层， 就变成了“健康
杀手”。

臭氧污染从哪来？ 近地面造成污
染的臭氧， 其中一部分来自于高空臭
氧层的流入， 一些来自于土壤、 闪电、
生物排放等， 为“天然源”。 而造成臭
氧污染的主力军是“人为源”： 燃煤、
机动车尾气、 石油化工等排放出的一
次污染物， 比如氮氧化物在紫外线的
照射下， 会生成臭氧和其他氮氧化物。

有研究表明， 每年近地面层的臭氧污
染中， 只有23%来自于大自然本身的
输送， 有高达48%是来自于氮氧化物
等污染物的光化学反应。 可以说， 城
区中臭氧浓度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机
动车尾气的排放量。

臭氧污染多发在夏季， 一般5至9
月浓度较高。 由于臭氧的浓度跟温度、
光照有关， 随着温度的升高， 臭氧的

浓度也会随之上升， 在午后达到峰值。
在太阳下山后和夜间， 浓度会下降，
没有光照后， 臭氧浓度会在半小时内
迅速降到零。 环保部门建议， 午后1时
至3时是臭氧污染最严重的时候， 当臭
氧浓度超标时， 市民应尽量减少剧烈
的户外运动， 尤其是老人、 小孩和呼
吸道疾病患者， 此时应尽量留在室内，
避免外出。

臭氧 （O3）， 是氧气 （O2） 的同
素异形体 。 臭氧是地球大气中一种
微量气体 ， 它是由于大气中氧分子
受太阳辐射分解成氧原子后 ， 氧原
子又与周围的氧分子结合而形成的，

因此含有3个氧原子。 绝大部分臭氧
存在于离地面25千米左右处的大气
平流层中 ，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
臭氧层。 臭氧吸入少量对人体有益，
吸入过量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周亮辉） 记者今天从
省财政厅获悉， 财政部今年已分3批
下达我省1222亿元置换债券额度。 8
月28日， 省财政厅代表省政府， 在北
京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通过定向承
销方式， 成功发行置换债券123.22亿
元。 至此， 我省今年已发行政府债券
545.22亿元， 其中置换债券428.22亿
元。

此次定向承销发行的置换债券，
期限分别为3年、 5年、 7年和10年。
其中， 3年期债券发行金额为15.22亿
元， 5年期、 7年期、 10年期债券发行
金额均为36亿元， 中标利率分别为
3.37%、 3.69%、 3.99%和3.97%， 较招
标日前5个工作日同期限国债到期收
益率平均值上浮15%。 本次债券均为
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 由国家开
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建

设银行、 长沙银行等17家银行定向申
购。

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
湖南省政府定向债券的成功发行， 延
续了首批债券发行的良好态势， 为后
续债券发行积累了宝贵经验， 充分显
示了市场对我省经济实力、 财政信用
和偿债能力的认可， 为建立健全我省
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和规范债务运行奠
定了坚实基础。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世奇 姚造）今年，我省水利
投资计划执行更为严格。 根据水利部
部署，省水利厅8月31日明确了年度水
利投资完成率：12月底前，面上项目完
成80%，重大项目完成90%，人饮安全
项目完成100%。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制
定《2015年中央投资计划执行进度方
案》，逐项、逐月明确投资完成额和形
象进度， 实行中央投资计划执行情况
月通报制。

据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介绍，今
年， 我省水利建设主要任务分为3大
类：确保莽山水库、涔天河灌区建设2

项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水利工程开工，
洞庭湖治理、 涔天河水库扩建等重大
项目年度中央投资计划完成率达到
90%以上；主要支流治理、中小河流治
理、小型农田水利、大中型水库（水闸）
除险加固、抗旱应急水源、水土保持、
农村水电等面上水利项目投资完成率
要达到80%以上；全面完成706.99万人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和4036座一般小
（Ⅱ）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同时，
用好“以奖代补”政策，抓好面上“五
小”水利建设。

今年来，国家和省里把水利建设作
为督查、检查、稽查的重点内容，督导次

数更多、要求更严，对于发现问题的整
改、追责力度越来越大。国务院组织的
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督查和审计稽查中，
水利都是重点内容之一。 在水利部、流
域机构监督检查的基础上，还引入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等第三方
机构，多次对我省水利建设进度和政策
落实情况进行督导评估。我省还严格水
利投资计划执行考核，对考核通报批评
2次以上的市州将提出追责建议。 对督
导发现问题较多、投资计划执行较慢的
地区， 将约谈部门负责人或挂牌督办，
并已对部分山洪灾害防治项目进展滞
后的主管副县长进行约谈。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欧阳承新 ） 今
天， 记者从省地震局获悉， 国
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湖南分项
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本月正
式投入运行。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是
《 国 家 防 震 减 灾 规 划
（2006-2020年）》确定的重点项
目之一。 该项目通过震害防御
服务系统、 地震应急救援系统
和地震预警示范系统建设， 初
步形成国家地震社会服务技术
体系， 为逐步提高我国城市、
农村及重大工程的强震防御能
力， 加强国家应对灾害性地震
的应急处置能力、 紧急救援能
力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我省所承担的国家地震社
会服务工程分项目于2011年启

动， 历时4年， 全面收集了省
内10个县（石门、宁乡、桃源、衡
山、临澧、常宁、临湘、沅江、桃
江、武陵源）农居震害防御数据
以及全省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灾
情数据， 在此基础上， 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建设
完成了震害防御服务、 应急救
援服务2大系统。

省地震局表示， 工程通过
验收并正式运行， 形成了面向
全省农村的灾害防御信息服务
平台， 可实现对村镇场地震害
评价、 农居震害评价、 农居地
震安全技术和网络交互咨询服
务。 同时， 也提高了我省对各
类地震事件作出快速响应、 灾
情快速评估、 应急救灾辅助决
策等服务的科技支撑能力和社
会服务能力。

省质监局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邹靖方
实习生 和婷婷） 昨日， 省质监局局
长欧阳彪带队对长沙范围内所运行
特种设备进行安全专项检查， 并以
此推动新一轮全省涉质安全生产综
合督查工作的开展。

省质监局工作人员， 首先来到
长沙新奥燃气， 对该公司的天然气
储配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安全状
况、 隐患排查治理及安全管理和应
急救援体系运行等情况进行了仔细
检查和询问， 并要求该公司负责人
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加强安全巡
查和监控， 确保天然气储配用特种
设备安全运行， 有效管控泄漏、 燃
爆事故。 随后， 一行人来到湖南平
和堂东塘店， 重点检查了该商场观
光电梯和自动扶梯的安全运行、 隐
患治理及应急响应等情况。

据了解， 9月上旬， 省质监局将
由局领导带队， 组成6个督查组分赴
14个市州， 对市县涉质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督查督办。

长沙高新区
发明专利领跑全省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段欣妤） 今天， 记者从长沙
高新区经发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
在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79家）
中， 长沙高新区发明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均排名第一。

从专利数量和质量上看， 上半
年， 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的企
业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分别为4814
件、 4708件， 其中， 长沙高新区的
企业专利申请量、 授权量分别为
1221件 、 1082件 ， 占比达 25.4% 、
23%， 均排名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
区中的第一名。

从发明专利上看， 截至6月底，
长沙高新区今年的企业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575件， 同比增长31.3%； 发
明专利授权量为442件， 同比增长
73.3%， 在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中， 占比分别达到32%、 34%， 均排
名第一。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是创新
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仅展示了
企业技术革新的成果， 也反映了科
研机构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实力。” 长
沙高新区知识产权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 谭晓红 ）
今天， 省政府与腾讯公司举行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双方就“互联网＋”达成战略合
作。 与此同时， 腾讯与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合作打造的微信公
众号（CSA96777）上线，旅客可
通过该平台办理预订机票、 预
约停车支付、 微信值机、 航班
查询等。

今年4月， 湖南机场集团与
腾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联手
打造全国首个互联网+智慧机场
集群。 目前， 已完成第一期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平台开发。

“旅客只需在微信中关联
一张银行卡， 并完成身份认证，
即可在机场享受微信支付功
能。” 黄花机场相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机场开通了机票、 停
车费、 贵宾服务费、 航站楼内
餐饮费、 书店支付等微信在线
支付功能， 旅客只需一台手机
即可在机场消费， 整个过程简
便流畅。

记者打开长沙黄花机场微
信号， 在界面左下角的“我的

航班” 菜单选取“购买机票”，
便进入机票预订窗口。 填写好
行程、 日期及仓位后， 便可选
取所需航班。 不仅可查看航班
号、 航班时刻以及实时的机票
数量， 机票价格上也有折扣，
优惠程度和第三方网站差不多。
在选好机票后， 旅客只要输入
个人信息， 即可通过手机微信
进行支付 ， 实现实时购买机
票。

该微信号还可实现一键查
询航班、 天气、 交通、 商家等
信息， 并提供个性登机牌打印、
微 信 一 键 WIFI、 机 场 导 航 、
720度查看机场全景、 语音客服
和失物招领。 如， 习惯候机时
在机场商店购物的旅客， 只要
使用“摇一摇” 功能， 就能接
收到不同商户的优惠电子券，
也可以通过关注机场商户， 了
解最及时的商务信息， 省去消
费排队、 收银繁琐等问题。

据了解， 今年1至8月， 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共完成旅客吞
吐量1252.8万人次、 运输起降
架次101462架次， 分别比去年
同期增长5%和0.78%。

微信帮你订机票
长沙黄花机场携手腾讯打造的微信号上线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谢海宁 凌美
花 ） 今天上午， 湖南股权交易
所与长沙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 长沙高新区今年将挑选
500家优质企业到湖南股交所挂
牌， 湖南股交所则为企业提供1
亿元以上融资， 并为其提供一
对一培训辅导、 路演、 股权改
革等服务。

湖南股交所董事长蔡一兵
表示， 长沙高新区作为国家级
高新技术开发园区，拥有1万多
家高科技中小企业， 双方的合
作，是湖南股交所“精耕园区”
业务模式重要探索和举措。 签
约后， 湖南股交所将从高新区
推荐的500家企业中，选择10%
到15%的企业进行股改， 帮助

其对接创业板、新三板。 此外，
湖南股交所还设立了高新分
所，建立专门的业务团队，从专
题培训、融资产品、转板通道等
多维度全面铺开园区企业服
务， 企业在湖南股交所挂牌和
融资的业务全流程， 均可在高
新分所一站式完成。

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莫一平则表示， 双方的深度合
作， 将更广泛地搭建起园区企
业对接资本市场的通道和桥梁。
从2014年7月至今， 高新区已有
100多家企业在湖南股交所挂
牌， 实现融资金额近5000万元。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 长
沙高新区将加大资金补助和优
惠政策力度， 鼓励园区企业挂
牌。

湖南股交所“精耕”园区
从长沙高新区挑选500家企业挂牌融资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湖南分项目
通过验收

震害防御救援服务系统建立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空气却是轻度污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臭氧成空气质量“新杀手”
5至9月臭氧浓度较高， 午后1时至3时臭氧污染最严重， 应减少剧烈户外活动

■链接：

1222亿置换债券“借新还旧”
我省已发行政府债券545.22亿元， 其中置换债券428.22亿元

水利投资计划执行盯得更紧
引入第三方机构督导评估

8月29日， 古丈县红石林镇先锋村， 村民在田间收获稻谷。 今年， 该县大力推广超级稻、 优质稻， 水稻种植面积达
8.1万亩， 预计亩产450公斤， 全县总产量3.6万吨。 覃勋 张术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