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邹阳）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1
至11月，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
比1至10月加快0.3个百分点， 增速连续两个
月回升。其中，11月当月同比增长9.4%，创今
年以来月度最高增速。

规模工业三大门类中，制造业形势大好，11
月增加值同比增长10.5%， 增速较上月加快2.0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装备制造业工业最为“给
力”，增加值同比增长13.7%，对全省规模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52.8%，成为增长主动力。其中，汽
车制造业贡献居第一位， 增加值同比增长

42.2%，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增长1.9个百分点。
推动全省规模工业发展的新旧动能加速转

换。11月，代表制造业中高端水平的高加工度工
业、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3.6%、
19.9%，比10月分别加快2.6个和4.3个百分点，同
时，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速、占比均有所下降。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2日冬至。 这些天都是晴暖的日子，
天空是一整块的蓝色， 这蓝色静谧温柔，
含着一点灰，没有一丝水汽，不似夏秋时
的纯真明净。

这时候真适合去山里走一走啊。夏天郁
蔽的林子，现在可以透进橘黄的暖阳了。冬林
干燥、安静、舒朗，没有虫鸣，鸟声稀少，泥土
里安心地躺着冬眠的小动物们，消掩了声息。
好看的落叶树都褪去了华服，交错的细枝举
在高远的蓝天下，生机深敛。

冬至日是冬季里一个特别的日子。
“至”是极致，阴寒极致，阳气始至，太

阳南至。“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引而
不发的冬至， 土壤水泽中已经有了春信，
冬天掩藏的生机，终将卷土重来。

太阳即将北归，这是北半球一年中白
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白日短暂，到了
16时多的光景，冬阳便收了光彩，昏昏欲
坠。冬至夜是一年中最安静的长夜，古时
顺应阳气刚萌的天时地理，这一日要关闭
城门，关闭市场，停息战事，禁止喧闹。

冬至节气并非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虽
然北半球日照时间最短，接收的太阳辐射
量最少，但此时地面在夏半时积蓄的热量
还可提供一定的补充，气温并不是一年中
最低。民间有“冬至不过不冷”之说，在湖
南，1月才是最冷的月份。

冬至这一天曾经很盛大，又称为“冬

节”“长至节”“亚岁”等。古人认为冬至大如
年，在这一天要贺冬、祭祖等。冬至有吃饺
子、馄饨的节俗。“饺”是“交”的谐音，大约
是取冬至阴阳相交之意。 也有民间说法
是，冬至吃饺子可以不冻耳朵。

古时还有冬至给长辈献鞋的习俗，一
来表示阳气渐生、本年女红开始，同时也
是出于严冬保暖考量的孝心之举。

冬至开始“数九”，进入“数九寒天”。古
人在冬至来临前，绘制《九九消寒图》：“画
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
而九九出，则春深矣。”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在这和暖
的冬日里，念着九九歌，拂去古老节气身
上厚厚的尘灰，还原它的本来面目，静候
寒尽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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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工业增加值
创今年月度最高增速
11月份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王诚）今天，省质监局召开湖南省新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新闻发布会宣布，今
年我省申报的南县小龙虾、古丈红茶、祁阳槟
榔芋、东安鸡等4项地标产品获批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29家企业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

目前， 我省已有72个产品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涉及养殖业、种植业和加工业
等领域， 分布在全省14个市州、92个县市区。
核准使用专用标志企业329家，带动上下游企
业1500多家，年总产值近1200亿元。安化黑

茶列入中欧“100+100”中方地理标志产品出
口名单。在这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有40个
产品保护的区域覆盖38个贫困县市。

此次新获批准的4个产品，是我省地方特
色产品的代表， 产品质量优良、 地域特征明
显，对其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将进一步丰
富我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内涵， 对我省地方
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南县小龙虾，产于洞庭湖湖区腹地，南县
独有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南县小龙虾“红亮饱
满、美嫩鲜香、营养丰富”的特有品质，享誉国
内外。

古丈红茶， 以古丈中小叶茶树一芽一叶
或一芽二叶为原料，经手工采摘，按照传统工
艺加工而成，具有浓郁的花果香、蜜糖香、甜
香等独有风味和香型。

祁阳槟榔芋，因产于祁阳县、形似槟榔而
得名。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造就了祁阳槟
榔芋体大形美的外观和芋香浓郁、粉糯细腻、
绵软甘醇的独特风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东安鸡，源于西晋“陈醋鸡”，肉质细嫩，
香味浓厚，品质独特。近年来，东安鸡年出栏
600万羽，年产值达6亿元，在新农村建设、乡
村旅游等农村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省新获批4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分别是南县小龙虾、古丈红茶、祁阳槟榔芋、东安鸡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冬至 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颜常青)10多秒钟就能充满电，带
上您在繁华的都市奔跑上百公里不停歇、
不烧油、不冒烟、低噪音抵达目的地，更神
奇的是能把溜坡和刹车的动能转化为电
能回收再使用，较于传统电动大巴能省电
15%左右……这样的场景不再是梦想。今
天上午，由江苏中车城市交通装备有限公
司生产的超级电容现代电车开通试乘活
动在江苏省盐城市环科城公交枢纽举行。

“从现场传来的信息显示，这种电动
大巴不仅首批有10台在江苏盐城投入试
跑，产业也落地，其将带来盐城交通出行
和城市交通工具产业的革命。” 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这次
与江苏远致达进行战略合作，投资建设江

苏中车城市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推动超级
电容现代电车产业落地盐城， 对于丰富拓
展盐城市“一部车”战略工程内涵外延、助
力盐城城市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化建设起
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将为盐城制造业打造
“城市交通装备产业”高端名片作出应有的
重大贡献。

据了解， 此次上线的超级电容现代电
车达10辆，采用中车株机世界领先独创技
术———超级电容作为驱动电源， 具有充电
快、安全性强、使用寿命长、环保节能等特
点。此前，该车辆的类似产品在我国宁波、
广州、深圳、武汉以及奥地利的格拉兹等城
市得到广泛应用，是城市生态、绿色、智能
发展的公共交通最优车辆， 是中国制造走
向世界的杰出代表。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江钻） 记者今日从武靖高
速公路公司获悉， 武靖高速预计12月
31日建成通车，届时，邵阳绥宁县、怀
化城步苗族自治县将结束30分钟不能
上高速公路的历史。

武靖高速地处邵阳、怀化境内，经
城步、绥宁、通道三地。该项目由一条
东西向主线和一条南北线支线组成。
其中，主线东接洞新高速，起于城步苗
族自治县西岩镇， 途经绥宁县关峡苗
族乡、枫香苗族乡、寨市苗族侗族乡、
乐安铺苗族侗族乡， 止于通道侗族自
治县杉木桥乡，与怀通高速相接，全长
72.11公里。支线全部在城步苗族自治
县境内，北与主线梅溪互通相接，向南
止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北，全长12.34
公里。高速公路全线总长84.45公里。

主线和城步支线均采用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设计速度为：起
点至梅溪互通段为100公里/小时，梅
溪互通至终点段为80公里/小时。城步
支线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时。

据武靖高速公司介绍， 武靖高速
在最初立项时， 起点和终点分别位于
武冈、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因后期项
目走向调整，起点和终点发生了变更，
但仍然沿用了“武靖高速”的名称。

武靖高速预计31日通车
城步绥宁县城30分钟内可上高速

12月22日，武靖高速绥宁县境内
的莳竹水大桥。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长韶娄高速公司今日发布， 长韶娄高速东
延综合立交枢纽工程和岳麓收费站建设已
进入扫尾阶段，计划于12月29日通车运营。
届时， 长韶娄高速将与长沙绕城高速实现
互通，由此可东接机场高速，实现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全程高速直达韶山。

长韶娄高速东延综合立交枢纽于今年
6月21日获批开建，全线均为高架桥。项目
起于长韶娄高速岳麓收费站， 经过1.6公里
高架桥，往东直达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

该项目还包括改造岳麓收费站， 岳麓
收费站将由主线收费站改为进口、 出口分
离式的匝道收费站。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路、

坪塘等地车辆可通过长韶娄主线两侧的岳
麓收费站上下高速。

此前， 长沙绕城高速与长韶娄高速并
未直接互通。 车主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去
韶山，走机场高速转长沙绕城高速后，需先
行至学士互通转长潭西高速， 再从赤江互
通转长韶娄高速，路线较为复杂，容易走错
高速。

通车后，沿长沙绕城高速可通过长韶娄
高速东延综合立交枢纽， 直接上长韶娄高
速，行驶路径更简明，比通车前节约3公里。

长韶娄高速与长沙绕城高速29日可互通
岳麓收费站改为匝道收费站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李国斌 通讯员 文佳）今日12时，道（县）贺
（州）高速公路湖南段省际收费站———永济
亭收费站正式通车运营；与此同时，道贺高
速广西段（麦岭至贺州主线）通车。这意味
着， 道贺高速湖南段与广西段正式完成对

接，湖南再添一个出省通道。
道贺高速是湖南、 广西两省区共同规

划建设的一条区域性骨架公路，是厦蓉、包
茂两条国家高速公路之间的连接线， 由湖
南段和广西段两部分组成。 其中湖南段已
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通车。

由于广西段此前尚未建成，因此湖南、广
西两省区之间的省际收费站———永济亭收费
站也未开通。此前从道县前往贺州，需在道贺
高速回龙圩收费站提前下高速，经广西麦岭走
省道S203再转国道G207，全程约需3个小时。

道贺高速广西段今日通车后， 永济亭
收费站也同步开通运营。从道县出发，只需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可到达贺州。 道贺
高速也由此成为湖南进入广西， 通往广东
茂名、珠三角地区的最便捷通道。

道贺高速永济亭收费站开通
湖南新添往广西出省口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长沙加快预售审批、加大商品房供应，市场
影响立竿见影。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受长沙影响，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出
现下半年以来首次回升，1至11月累计销
售7118.3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8%，比1至
10月加快1.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全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
增长1.4%，销售额同比增长9.0%；办公
楼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1.0%， 销售额同
比增长28.5%；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

同 比 增 长 35.9% ，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43.6%。住宅、商业营业用房价格涨势明
显。

开发商对前景依然看好，1至11月全
省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3060.06亿元，同比
增长15.0%，增速居高不下，其中，住宅投
资增长最为强劲，增速达到15.3%。

到11月末， 我省商品房待售面积为
2107.8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1.4%。其中，
住宅、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分别
同比下降39.9%、21.1%、14.1%。

全省商品房销售增速加快
住宅、商业营业用房价格涨势明显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
婷）20日至22日在长沙举办的2017年湖南省
环境监测分析技能竞赛今日落幕。 通过理论
考试和实际操作，岳阳代表队获团体一等奖，
长沙、衡阳代表队获团体二等奖，常德、湘潭、
郴州、株洲代表队获团体三等奖。长沙代表队
的瞿白露荣获个人一等奖并获得省人社厅授

予的“湖南省技术能手” 和省总工会授予的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湖南连续11年开展了环境监测技术大
比武，今年竞赛以环境空气中有机污染物和
水中常规化学指标监测分析技术为主题。据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分析技术室主任朱日龙
介绍，因为对场地要求高，分析耗时长，技术

难度大，这是湖南第一次进行环境空气中有
机污染物的监测比武。

本次竞赛由省环境保护厅、 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及省总工会联合举办。 来自全
省环境监测系统的14支市州代表队、 洞庭湖
站代表队及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代表队共48名
选手参加了本次竞赛。

我省开展环境监测技术大比武
岳阳代表队获团体一等奖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杨立
军 王若璐 田小丰 ）通过网上招商、小分
队招商、驻地招商、节会招商等多种形式，
新邵县打活招商引资牌，不断推出改善投
资环境新举措，招商引资再创佳绩。今年
以来，该县新引进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
目31个， 投资上亿元以上的项目13个；实
际利用内资132.98亿元； 合同签约外资
8000万美元，已到位外资1476万美元。

今年以来， 新邵县大力开展点对点、
产业链、专业化招商，积极探索网上招商、
小分队招商、驻地招商、节会招商等多种
形式，增强招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该县
组团参加了“港洽周”等重大经贸活动。新
邵湘商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投资
方深圳宏恒泰集团，充分发挥在深莞地区
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 组建专门招商团
队，目前新邵湘商产业园累计签订入驻协
议50余家。该县还发挥异地商会桥梁纽带
作用，组织小分队围绕异地商会开展精准
招商。新邵县设立上海邵阳商会招商代理
服务中心，已和30家有意向的企业进行了

对接，有望再引进1至3个投资上亿元的重
大招商项目。

为进一步提升全县招商引资综合竞
争力，新邵县今年还制定了鼓励投资创业
的若干规定、重大招商项目中介人和有功
人员奖励暂行办法等招商引资配套政策。
鼓励和支持投资者到新邵投资兴业，新邵
县出台了土地、税收、金融等一系列优惠
政策。

大企业纷至沓来，好项目相继落地。
今年，太平洋建设、中电建等500强大型
企业与启迪桑德等上市公司相继而来。
全年签约动工总投资达亿元以上项目有
13个， 包括总投资10亿元的香港汇商企
业建设的湘中亚一物流园项目、总投资9
亿元的宝定天鹅新型纤维生产项目、总
投资9亿元的中电建资江风光带建设项
目等。此外，该县今年还与加拿大灏缘集
团签订了投资40亿元建设枫林风情小镇
项目，与西部控股签订了投资200亿元打
造九头岩新城和医疗健康产业园的框架
协议。

大企业纷至沓来，好项目相继落地
新邵今年新引进投资上亿元项目13个

电动大巴试跑，10多秒钟可充满电
采用中车株机世界领先独创的超级电容作为驱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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