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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严立）日前在南昌举行的中国爆
破行业协会常务理事会上， 由湖南航务
工程公司申报的“内河航道水下炸礁钻
孔爆破关键技术理论研究与应用” 科技

成果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施工工法
获评部级工法。

据了解， 由湖南交水建集团旗下企业湖
南航务工程公司完成的这一科研成果， 提出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河航道水下炸礁钻孔爆

破作业施工方法，降低了爆破危害，提高了清
渣效率，缩短施工工期，显著降低工程成本。

经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组织的初评、质
询和讨论，一致认为该项成果在湘江二级
航道二期工程大源渡航电枢纽船闸、株洲

二线船闸的疏浚和炸礁工程施工中获得
成功应用，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 经专家评审和公示，该
科研成果荣获“中国爆破行业协会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

荣获中国爆破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湖南航务工程公司创新的施工工法获评部级工法

孟姣燕

湖南首条国际徒步旅游线路近日发布，引起了旅
游业界的广泛关注。 该线路途经雪峰山大花瑶景区游
客中心、虎形山、山背、九溪江、雁鹅界、枫香瑶寨、花
园、思蒙，全程100多公里，由英美徒步旅游专家设计，
香港国际旅行社全球推介发售。

这不仅是雪峰山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的探索，或许
还能给我省山地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一次静悄悄的变
革。

时下，人们亲近自然的需求与日俱增。 旅途中，心
灵的独特体验，是高于观光游览、人文感知的更高境
界。

徒步旅游，把观光变为体验，是全球日益流行的
新兴旅游业态，在欧美国家已趋于成熟。 新西兰最著
名的米尔福德步道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目的地，最大
成功在于充分迎合了人类向往自由、 勇于探险的天
性。 而在英国，先进完善的徒步旅游路线和配套服务
设施是保证，途中设有休憩、饮水、乘车点等，标识标
牌清晰明了，还有便捷可互动的信息服务。

在我国，徒步旅游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在步
道建设维护以及户外运动监管等方面十分薄弱。 近年
来， 体育旅游市场规模和投资规模都以高于20%的幅
度增长。 国家体育总局等12部委联合印发百万公里健
身步道工程实施方案，2020年全国每个县将完成300公
里健身步道建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动建设的国家
森林步道全长已超过2.2万公里。 这意味着，徒步旅游
逐渐从概念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

我省山地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尚不充分。 对景
区而言，要保持旺盛的人气，需要不断升级产品。 一些
山地型景区在玻璃桥带来的“流量”耗尽之后，面临寻
求新的“爆款”。

雪峰山在我省旅游板块发展定位中，以开发山地
旅游产品为主导，具有率先开拓国际徒步旅游市场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区位条件。 目前，在线路设计开
发上已先试先行。 相信，随着政策、标准、人才、服务等
因素的逐步完善， 雪峰山将成为徒步旅游爱好者的
“天堂”。

谈经论市

徒步旅游试水
或将带来变革

� � � � 11月25日，电力员工在风雪中巡查供电设备。 为确保线路安全运行，壶瓶山供电所员工顶着寒风
对线路和设施进行重点检查。 易长龙 摄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肖洋桂
彭雅惠 通讯员 蔡政 陈怡铭 易长
龙 )11月24日晚，石门县太平镇、东山
峰等高寒山区开始飘起雪花。 这是今
年入冬以来， 石门县乃至全省的第一
场雪。

“昨晚10时离开村部回家的时候，
天空开始飘起雪花， 今早8时起床时，
地面上已经白茫茫的一片， 有几厘米
厚。”25日上午9时，石门县太平镇上马
墩村孔爱党告诉记者， 目前下雪已停
止，但是气温很低，且大雾弥漫，如同
进入冰窖一般。

据石门县气象台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几日， 石门县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温过程，
高寒山区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左右，县
城等区域最低气温4摄氏度左右。 预计未
来几天，将持续出现低温寒冷天气。

这次降雪有点“低调”，降雪量不
是很明显， 但出现的时间较往年来得
稍早了一些。 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出
现在当年12月7日，前年冬天的第一场
雪出现在11月30日， 地点都出现在石
门县东山峰一带。

“湖南屋脊”壶瓶山落下雪花。 当地
电力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国网石门县供
电公司壶瓶山供电所的员工组成“电骡
子”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风雪保供电。

“电骡子”紧急出发，第一站就是
东山峰管理区， 这里大部分供电线路
架设于山顶、山腰上，是每年的防冰冻
重点区域。顶着凛冽的风雪，“电骡子”
沿着供电线路， 在溜滑的山坡上一步
步仔细检查， 对山顶的拉线、 杆根变
化， 导线驰度变化以及对树竹的安全
距离进行了重点“关照”。

石门迎来今冬第一场雪
“电骡子”迎风雪保供电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王双双） 至11月25日上午11时，常
德桃花源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
人次， 成为我省继张家界荷花机场后，第
二家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的湖南

机场集团支线机场。
常德桃花源机场前身系1958年建成的

常德斗姆湖机场，1991年至1996年，经2次
扩建后成为4C级机场。 通航61年，桃花源
机场正式迈入我国“百万级”机场行列。 目

前， 桃花源机场已有6家航空公司承飞航
线，与全国18个城市实现通航，机场通达性
和辐射效应持续提升。今年，常德桃花源机
场再度优化航班航线，新增加密多条航线，
通航航点累积增加到20个， 每周航班量达

120余班，刷新了“春运、暑运、月度、季度、
半年度、年度”等客流量历史新高。

“建成‘百万级’机场，只是一个阶段
性的成绩。”机场负责人介绍，今年12月，
桃花源机场国际航空临时口岸即将开
放，这是常德人民翘首以盼的大事，标志
着常德人可在家门口坐上国际航班出
行。预计未来3至5年，常德桃花源机场将
构建以机场为核心，贯通南北、连接东西
的完善航线网络， 年旅客吞吐量将突破
200万人次。

常德桃花源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突破10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