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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马路市场安全隐患
专项整治动员部署视频会上获悉，为彻底消
除全省马路市场安全隐患，即日起，由省安
委办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年
的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并与全省道
路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行动一同推

进。
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重点针对

国道、省道、县乡道及农村其他重要交通干
道沿线摆摊设点或“赶集”的各类马路市场，
以及在城区占用主次干道严重影响交通秩
序和市容市貌的各类马路市场。对位于长下
坡、 急弯及临水临崖等路段的马路市场，予

以强制取缔或修路绕行；对位于国道、省道
等主干道路的马路市场， 予以强制搬迁；对
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马路市场，建立临时交
通管制机制， 在赶集时段进行临时交通管
制，确保安全。同时，加快农村集贸市场建设
步伐，建立健全农村地区马路市场整顿治理
长效机制。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14日，省安委办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吸
取近期国内化工行业和危险化学品领域发生
的事故教训， 在全省范围开展危险化学品安
全综合治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对重大事故
隐患实行“一企一策”“一患一策”管理，坚决
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近期，陕西、辽宁、广西等地化工行业和

危险化学品领域相继发生中毒和爆炸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 省安委办指出，冬季历来是危
险化学品领域事故易发、多发时期，在督查过
程中，省安委办发现，我省危险化学品领域仍
不同程度存在企业法治意识淡薄、 安全监管
存在盲区漏洞等问题。

省安委办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组织相关
企业开展警示教育，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范

围大力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全面
排查安全风险隐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急
管理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按职责督促企业进
行整改，坚决查处巧立名目、逃避监管的非法
违法项目，确保安全风险管控到位。 对危险化
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不力、 效果不明显的
地区，将进行通报批评和约谈警示，并在年度
巡查考核中予以扣分。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容玉姣） 记者从11月14日召开的
湖南省文旅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改革和建设
管理工作会上获悉，我省旅游“厕所革命”
取得显著成效。根据《湖南省旅游厕所建设
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全
省计划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2600座。 截
至目前， 共完工1934座， 完成计划数的
74.38%。 今年新建和改扩建厕所728座，其
中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张家界市、益阳
市完成率达100%以上。 全省3409座旅游
厕所完成百度地图标注。

目前， 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出适应不同
区域、经济适用、冬季防冻的建厕改厕做法
和模式。为解决天门山景区因海拔高、冬天
水管易冻易爆导致厕所缺水的问题， 张家
界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
元，将山上所有厕所管道改造为保温材质，

同时为每个厕所配备暖风机等供暖设备，
保证冬天游客如厕的舒适性。

常德市注重厕所的和谐性、文化性。维
新镇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采用徽派建筑设
计风格，与周边景区相协调，内部配置音乐
系统、新风系统、人脸识别取纸机等。 临澧
县林伯渠故居厕所内装有双除臭系统，配
备自动喷香系统， 从根本上解决了厕所异
味的问题。

长沙橘子洲景区，市级财政投资1500
余万元新建和改建旅游厕所16座，其中11
座设置第三卫生间， 投入使用后受到广大
游客的一致好评。 浏阳市加强旅游厕所管
理，对纳入“全国旅游厕所管理系统”的227
座旅游厕所，分区域进行编号，各安装了一
块旅游厕所管理公示牌， 明确旅游厕所管
理责任领导和保洁责任人， 确保厕所日常
维护和监管。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陈薇）今
天，“红色的力量” 首届潇湘红色文创设计
大赛启动仪式在潇湘影视文化创意园举
行。 此次大赛在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指导下， 由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
协会、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现场，主办方宣布“红色的力量”首届
潇湘红色文创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即日起
开始向社会征集文创设计作品。 此次活动
吸引了众多设计爱好者，现场气氛热烈。据
了解，本次大赛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
色文化”为主题，面向高校设计类老师和学
生、企业或公司的设计人员、各类设计爱好
者等群体征集作品（时间从11月15日起，
至12月15日结束）。

大赛将围绕红色文创办公用品类、红
色文创生活用品类、 红色文创礼品设计类
等四大类别，征集符合主题内容、文化内涵
突出、具有艺术创新性、作品完成度高的原
创文化创意产品及设计作品。 大赛最终将
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同时设置优
秀指导老师奖和优秀组织奖。

据悉，大赛还有高校宣讲、颁奖典礼、
成果展览展示、 推介对接及文创沙龙几大
活动板块。 主办方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
在拓展湖南红色文化资源功能， 在红色精
神的引领下， 助力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用红色经典创意助力中华文化的传承，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更好地向世界展示
湖南形象。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徐婧）2020年春运将于2020年1月
10日开启，在广东工作的湖南人可提前预
订春节返乡团体票。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今日发布消息称，2020年春运外来工团体
订票将于11月16日启动。 届时，符合条件
者可在外来工团体订票网站（eticket.
gzrailway.com.cn）申请订票。

可申请订票的团体为： 用工规模不少
于30人的企业、5名及以上务工人员自行
组织的团体，申报相同乘车日期、发站、到
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5张。

可订票乘车日期为： 节前为2020年1
月10日至1月24日（农历腊月十六至腊月
三十）， 节后为2020年1月28日至2月11日
（农历正月初四至正月十八）。

可预订的车票范围分两种。 广东地区节
前去程车票为：广州、广州北、广州东、佛山、
东莞东、东莞、汕头、深圳、深圳西、深圳东始
发加开列车的硬座、部分软座车票；广州南、
深圳北等高铁站始发的部分高铁二等座车
票。湖南地区节后返程车票为：部分始发加开
列车的硬座、软座车票；长沙南、怀化南至广
州南、深圳北的部分高铁列车的二等座车票。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通讯员 刘伟 秦
念稳 记者 胡宇芬）隧道是很多重大工程施
工的难点，传统钻爆法依靠人工，安全性和
效率都低下。 今天，铁建重工传出喜讯，由该
公司承担的湖南省“五个100”重大科技创新
项目“钻爆法隧道智能装备关键技术及应用
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抢占了全球隧道施工
装备行业的技术制高点。 其自主研制的隧道
钻爆法施工全工序智能装备， 在郑万铁路、
安九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中完成了大规模
应用，为即将开工建设的川藏铁路奠定了坚
实的技术基础和装备保障。

我国是一个隧道大国，已建成和在建的
隧道数量和总长世界第一。 国内隧道95%以
上采用钻爆法施工，传统人工风钻的方式存
在人员需求多、施工安全差、施工效率低等
缺陷，即使使用机械化施工方式，仍无法解
决地质风险高、质量控制差、弃渣处理难等
一系列难题。 提升钻爆法装备水平是我国从

隧道大国迈向隧道强国的关键。
创新项目“钻爆法隧道智能装备关键技

术及应用研究”，紧紧围绕解决复杂恶劣施工
环境下的重大工程难题， 攻克了隧道数字化
设计技术、 台车隧道坐标系智能定位技术等
四大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实现了少人化的智
能施工。铁建重工研发的全工序智能装备，可
实现隧道复杂工况下的装备快速定位， 实现
高负载长臂架末端位姿的精确控制和钻孔作
业，钻孔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显著提高了
喷射效率和隧道支护质量， 实现了隧道施工
质量的自动评价。 据介绍， 同等施工量情况
下，传统人工风钻需要100人，机械化能减少
到70人，全工序智能化目前只需40人。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黄婷婷）11月14日， 由湖南日报
社、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委
网信办、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主
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的“最美乡村路”摄影大赛结果
进行公示。 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审综合打分，大赛评选出78组
优胜作品，《夕阳下的乡村公路》
与《新康》两组摄影作品获得此
次大赛金奖。 自5月份大赛启动
以来，累计收到1700余幅摄影作
品， 记录了长沙农村公路的巨
变，也是“修成一条公路、带动一
片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最美
乡村振兴之路的生动写照。

�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曾朝阳）今天，全国地方院校教师教
育联盟第十三届校长论坛在衡阳举行， 来自
全国各地的80余所院校近200名学者参加。

据悉，这届校长论坛的主题为“新时代教
师教育振兴与教师素质提升”。 当天，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副司长杨燕滨、 华南师大教授卢
晓中和华中师大教授李鸿飞分别就建强新时

代教师队伍、教师身份认同及其提升路向、高
校人才培养体系重构，作了主题报告。 此外，
参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和专题举办了4个分论
坛，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探讨。

据介绍， 全国地方院校教师教育联盟是
全国地方院校开展教师教育研究与交流的群
众性学术团体，1990年成立于昆明，现有联盟
成员单位200余所。

科技筑梦
11月15日， 花垣县民族中

学， 航模辅导老师在给学生讲解
固定翼飞机飞行原理。 当天， 该
县举行第二届中小学科技创新教
育终评活动， 300余件独具匠心
的科技作品展现出青少年极具想
象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

周智敏 石琳 摄影报道

开展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重点整治农村重要交通干道沿线和占用城区主次干道的各类马路市场

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重大事故隐患实行“一企一策”“一患一策”管理

旅游“厕所革命”成效显著
今年新建和改扩建厕所728座

全省3409座旅游厕所完成百度地图标注

首届潇湘红色文创设计大赛启动

2020年春运将于1月10日开启
在粤工作湖南人11月16日起可预订团体票

铁建重工攻克四大“卡脖子”技术瓶颈
隧道施工在全球率先进入全工序智能装备时代

长沙交通高质量发展在“路”上
“最美乡村路”摄影大赛结果公示

一、金奖
相机组：

《夕阳下的乡村公路》 甘宁
《新康》 谢望东

二、银奖
相机组：

《森林与公路》 唐西德
《人间仙境》 全裕高
《乡村夜色》 杨中亮
《天空之境》 吴金晶

手机组：
《辽远而广阔》 喻阳阳
《晴空万里》 彭国明

《雨后清晨》 吴志凡

三、铜奖
相机组：

《风云际会捞刀河》 曹向东
《光与影》 彭国明
《绿色通道》 彭宇
《网格化的乡村公路》 胡培坤
《望城田园风光》 卢七星
《雨雾公路》 刘艳

手机组：
《宁静午后》 何琳
《自然之中》 何思辰
《专注的人》 隆文辉

“最美乡村路”摄影大赛获奖结果

探讨新时代教师培育方式
全国地方院校教师教育联盟校长论坛在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