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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竹君

5月4日13时，一趟海南航空航班
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经过近 11
小时飞行后，抵达伦敦希斯罗机场。不
同于一般客机，这架飞机的客舱里“坐”
着 22 吨口罩等防疫物资。这是今年从
湖南飞出的第34趟“客改货”航班。

自国际疫情蔓延以来，全球航空公司
相继停飞或大幅削减航班计划，造成客机
运力大幅下降，而航空货运需求却激增。

3 月 2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
力，努力稳定供应链。湖南民航业“危中
抢机”，迅速布局“客改货”航班运输，货
运发展逆势上涨。

4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国际和地
区货运量实现了正增长，同比增长0.4%。

开辟“绿色通道”，最快
2个半小时保障一趟“客改货”
航班

5 月 4 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停机
坪，巢万喜指挥着一辆传送带车，精准对
接一趟即将飞往伦敦的“客改货”航班。

“货物通过传送带运输至客梯车
顶端，再由装卸员以接力形式搬运进
客舱，可以提高装载效率。”巢万喜是
省机场管理集团空港实业货运分公
司装卸队副主任，今年是他职业生涯
中首次接触“客改货”航班保障。

“现在最快2个半小时可以保障一
趟‘客改货’航班，速度比一个月前提升
了50%。”巢万喜告诉记者。

“客改货”，通俗理解，即客机的客
舱区域由原来“载客”改为“载货”，实现
客舱、货舱都“带货”。

据中国民航局统计，受疫情影响，今
年一季度，国内航空公司取消了70%以上
的客运航班，航空公司亏损336.2亿元。

湖南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迅速响
应、抢抓机遇，鼓励航空公司利用既有
国际客运航线闲置运力和航权、时刻等
资源，探索开展“客改货”运输。省机场
管理集团成立工作专班，开辟“绿色通
道”，全力保障有“客改货”需求的航空
公司。

4月10日，湖南迎来了第一家提出
临时“客改货”要求的国外航空公司。

当天，菲律宾飞鹰航空公司联系机
场，希望在4月12日执飞一趟“客改货”
航班，从长沙运送湖南的医疗防疫物资
直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我们紧急联系运控、货运等部门
开展保障评估，出具机场地面保障服务
确认函。”省机场管理集团市场部负责
人介绍，从收到需求、开展评估、保障确
认、申请时刻，到飞机载满物资起飞，全
过程不到60小时。

4月12日晚，飞鹰航空“客改货”航
班运载着5220公斤货物顺利起飞。

无需拆座椅，通过“客改货”
恢复国际航线

“客改货”，需要怎么改？
5 月 4 日，记者在长沙机场停机坪

看到，一架“客改货”飞机的客舱内，货
物经过严密包装后，整整齐齐地“坐”在
座椅上。

据省机场管理集团空港实业货运
分公司介绍，在长沙机场执飞的“客改
货”航班，大部分客舱没有拆除座椅。为
确保货物不会“坐”坏客舱座椅设施，货
运人员根据每件货物的实际尺寸，确定
每一排座位“坐”多少货、怎么“坐”。

由于不同机型的客舱承载货物重
量标准不同，货运人员需要对每一趟航
班进行“个性化”科学配载，保障一趟

“客改货”航班的工作量是同货量货机
航班的4至6倍。

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长沙机场自
4 月以来暂停了所有国际和地区客运
航线。不少航空公司纷纷通过“客改
货”，逐步恢复国际航线。

4月22日，16吨防疫物资“乘坐”一
架南方航空A330宽体客机，从长沙直
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这是南航在湖南
开行的首个“客改货”航班，标志着湖南
与非洲的国际航空物流通道恢复畅通。

当天，另一趟海航 HU7923“客改
货”航班，满载口罩等医疗物资，从长沙
飞往美国洛杉矶。

海航华中区域营销中心经理裴文

军介绍，由于长沙已有直飞洛杉矶的客
运航线，航权、时刻、运力等都是现成
的，因此申请“客改货”非常便捷。

长沙机场4月货运量逆势
上扬，同比增长0.4%

目前，我省的“客改货”航班，主要
运输防疫医疗物资，这为促进我省畅通
国际供应链、稳定外贸基本盘发挥了积
极作用。

湘企圣湘生物生产的核酸检测试剂，
出口需求大。企业联系北上广深的航班却
排不上队，而长沙机场有运力、保障强，又
不额外收取客舱装载搬运费用等，于是选
择在长沙机场进行“客改货”运输。

截至5月5日，长沙机场共保障“客
改货”航班 36 班，主要飞往洛杉矶、内
罗毕、伦敦、东京、吉隆坡、莫斯科、马尼
拉、芽庄、加德满都、大阪等地。

湖南民航业通过“客改货”航班，实
现了货运逆势上扬。4 月，长沙机场的
国际和地区客运航线全部暂停，而国际
及地区货邮吞吐量却上涨 0.4%，助力
我省各类医用物资出口世界各地。

民航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国际间物
流往来日益频繁、跨境电商日渐兴起，
航空业有望重新迎来货运时代。

省机场管理集团分析，在当前国际
疫情形势下，国际货运需求依然旺盛，
长沙机场将继续保障长沙飞伦敦、洛杉
矶、内罗毕、莫斯科、吉隆坡等定期“客
改货”航线，为省内物资生产企业的货
物出口打通航空物流通道，更好地服务
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李妍蓉

纸能包住火，还能抗电击？一项新
成果让这成为现实。5月6日，记者从湖
南大学获悉，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王建锋教授研发出了一种高端的云
母基纳米纸材料，正在申请专利。一张
25微米厚的薄纸片，可以抗4000V高
压电击（通常 65V 就可电晕人），耐
565℃的高温，可拉长0.8倍，能广泛应
用于高压绝缘领域。它的诞生，有望打
破国内高端绝缘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
局面。

材料微米变纳米
结构仿造“鲍鱼壳”

绝缘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
中。无论是风扇、电视机、手机，还是飞
机、高铁，都需要电绝缘组件。随着电
动机、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向着大功率、
小体积快速发展，对云母纸、芳纶纸这
种常用的电绝缘组件的耐高电压击穿
能力、耐热性等性能提出了越来越苛
刻的要求。然而，国内高端的云母基绝
缘材料严重依赖于国外进口。

1983年出生的王建锋教授研究仿
生纸已经10年了，他研发过导电和导
热仿生纸，其中的导热仿生纸，应用于
流行电子产品，性能好，耐弯折，散热
性强。在做仿生纸的过程中，他研究了

“鲍鱼壳”这一神奇的构造。
“你看鲍鱼壳，很硬，摔在地上也

不容易碎，这是什么原因？”王建锋告
诉记者，在显微镜下，薄薄的鲍鱼壳有
千万层，一层碳酸钙一层高分子纤维，
就像砌墙用一层砖一层水泥，层层铺
叠的复合结构，使得贝壳有高拉伸强
度和高韧性。

受此启发，王建锋以芳纶微米纤维
和云母为原材料，将原本头发丝大小的
芳纶微米纤维和云母剥离分散成纳米
纤维和纳米片，再通过溶胶—凝胶—薄

膜转换技术复合成千万层，大面积制备
出云母基纳米纸。从2017年底开始，经
过近两年的实验，王建锋研发的云母基
纳米纸，其断裂应变能力是目前文献报
道的所有仿贝壳薄膜材料的 4 至 240
倍，韧性是6至220倍，高电击穿强度每
毫米达164 KV，热分解温度达565℃，
性能大大超过了国外的各种云母基绝
缘材料。相较于目前最受欢迎的美国杜
邦公司生产的云母/芳纶微米纸，在耐
热性相当的情况下，其强度是前者的5
倍，断裂应变是前者的45倍，耐电击穿
强度是前者的5.5倍。

2019 年 8 月 26 日，王建锋正式申
请云母基纳米纸材料的专利。2020 年
1月1日，国际纳米材料领域权威期刊

《ACS Nano》发表了他的科研成果。

连续生产已攻关
云母尝试纳米片

“休息了一天，其他时间都在实验
室。”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王建锋
只在5月1日陪5岁的女儿玩了一天，
在家门口坐滑梯和玩篮球。

王建锋带了 2 个硕士研究生和 1
个博士研究生。从2017年底项目启动，
到2019年8月26日正式申请专利，学
生们每周6天，都是早上8时30分到实
验室，晚上 10 时 30 分才离开，王建锋
自己更是没有休息日。可现在学校还
没开学，学生们都来不了实验室。

这种高端的云母基纳米纸发明
后，原来一次只能做一张，为让它的工
业化生产成为可能，王建锋团队自行
设计加工了一套装置，经过半年的实
验室调整工艺，终于可以像生产卷纸
一样，可连续制备出云母基纳米带。

现在，王建锋团队正在攻关的是
把天然的云母矿剥离成云母纳米片，
因为原来做实验用的合成云母是从日
本进口的，价格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
题，这种神奇的纳米纸将降低成本，造
福国内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近日出炉的湖南一季度产品质量
安全形势分析报告显示，全省疫情防
控产品和农资产品质量总体可靠，监
督抽查合格率均超过 90%；有机肥合
格率持续偏低，“涉安”产品质量仍存
安全隐患，电动自行车产品问题发现
率达20%。

一季度，全省共下达3批次监督抽
查任务，完成423批次工业产品监督抽
查，涉及道路交通类产品30批次，疫情
防控用品 52 批次和农资产品 341 批
次，共检出34批次不合格，总体问题发
现率为8.04%。

部分84消毒液不合格，
省内亟须建立口罩产品检测
平台

疫情发生以来，疫情防控产品是
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也是消费
者投诉举报的热点。一季度，全省对
疫情防控产品抽查 52 批次，整体合
格率 94.23%，仅有 84 消毒液 3 批次
不合格。

报告分析，84 消毒液不合格的原
因有：企业为节约成本偷工减料，导致
有效成分不足；一些企业的产品包装
不能有效避光，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运
输、储存，造成有效成分分解挥发，达
不到消毒效果。

报告指出，一季度，全省涉及生产
销售“三无”和假冒伪劣防疫物资的投
诉较多。目前我省对民用防护口罩的
检验缺乏技术能力，建立防护口罩产
品检测技术平台迫在眉睫。

农资产品质量总体可靠，
但有机肥质量问题较多

疫情期间，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组

织开展“春霖”农资产品专项整治，加
大监管力度，打击违法行为，保障复农
复耕。

肥料产品质量持续改善。一季度，
全省监督抽查化肥 301 批次，22 批次
不合格，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2.69%。

报告分析，历年来全省有机肥抽检
合格率维持在70%~80%，今年有机肥
抽检合格率仅为66.67%，不合格项主要
为有机质含量不达标。加大有机肥生产
企业技术帮扶，提升企业检验能力是解
决有机肥质量安全的基本途径。

“涉安”产品质量存在隐
患，电动自行车问题发现率
达20%

道路交通、火灾防控等“涉安”产
品监管是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一季
度，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对车辆生产销
售企业进行全面摸排，联合工信部门
开展非法生产销售车辆执法检查，对
检查中发现的84台非法非标车辆进行
查处和妥善处置。

报告显示，一季度共完成30 批次
的电动自行车监督抽查，发现6批次产
品不合格，问题发现率达20%，主要不
合 格 项 为 车 速 提 示 音 。在 新 标 准

（GB17761-2018）实施后，部分企业对
新标准理解不透彻，执行不到位，导致
产品出现不合格现象。还有部分企业
为迎合消费者，刻意延后提示音或调
低提示音量，忽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
性能。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表示，市场监
管部门将继续加大防疫产品质量安全
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深化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整治行动，巩固农资产品监
管成果，做好“六一”前夕儿童学生用
品质量安全“进校园”活动的各项筹备
活动，切实维护产品质量安全。

湖南一季度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分析报告出炉

疫情防控产品和农资产品
质量总体可靠

湖南日报5月6日讯（通讯员 胡
琦 程迪 记者 曹娴）中国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会日前召开科技成果评价会，以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为评委主任的
专家组对申报科技成果进行评价。由中
铁十四局集团、中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
单位完成的长沙地铁3号线湘江隧道

《水下岩溶越江盾构隧道施工综合技术
研究》、长株潭城际铁路树木岭隧道《城
市复杂环境下大直径盾构隧道穿越京
广线敏感区施工控制关键技术》两项科
技成果，被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长沙地铁 3 号线湘江隧道全长
2.65公里，下穿湘江和国家5A级景区

橘子洲。湘江隧道橘子洲段下方是形成
于3亿年前泥盆纪湘江岩溶发育区，此
区域的溶洞宛如一个巨大的蜂巢，溶洞
见洞率高达80.6%，平均每隔1米就有
1个溶洞，在这里施工极易导致地面沉
陷、江水贯通，施工难度在国内外罕见。

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师庆彬介
绍，该公司施工团队在长沙地铁建设
史上首次选用泥水平衡盾构机，与中
南大学联合攻关，通过搭建水上钢平
台，将溶洞处理由水上施工转换为“陆
地”施工，有效解决了技术难题。同时，
施工团队采用创新环保型材料，用钢
围筒做“防护墙”，隔断了施工与江水

的联系，有效保护了湘江环境。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长96公里，在

施工中，树木岭隧道盾构左、右线先后
10次下穿京广铁路大动脉，连续下穿
老旧房屋，施工难度在国内同类型工程
建设中首屈一指。负担该工程施工任务
的3台直径为9.33米的盾构机，是当时
全球最先进的土压平衡复合式盾构机。
中铁十四局施工团队通过反复研究及
现场试验，不断调整盾构机掘进参数和
同步注浆量，成功将地表沉降控制在1
毫米范围内，远远小于设计要求的7毫
米沉降控制值，被世界隧道协会的国际
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穿越”。

专家组一致认为，这两项技术成
果在水下岩溶地区盾构隧道建设和城
市复杂环境下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领
域有着广阔的推广前景，科研成果总
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湖南日报 5月 6日
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
员 王洁）记者今天从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
该院药学教研室副主任
陈小平教授课题组近日
在美国临床药理旗舰期
刊《临床药理学与治疗
学》上，发表题为《法匹
拉韦药代动力学及其用
于2019-nCoV感染临床
试验的思考》综述性文章
及回信。该文从药物代谢
动力学角度对法匹拉韦
用于新冠肺炎实验性治
疗，在用药方案及剂量设
计、药物浓度监测、潜在
药物相互作用及不良反
应监测的重点等方面提
出建议，引起国际同行及
媒体的关注。

法匹拉韦是我国和
日本已批准上市的流感
治疗药物，其通过抑制
RNA 依赖的 RNA 聚合
酶发挥抗病毒作用。3月
17日，科技部生物中心主
任张新民介绍，法匹拉韦
已完成临床研究，显示出
良好的临床疗效。

文章介绍，来自深
圳的研究纳入的80例患
者中，法匹拉韦组 35 例
患 者 病 毒 清 除 时 间 更
短，胸部影像学改善率
更高。来自武汉的随机、

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提示，在普通型
患者中，法匹拉韦治疗组患者 7 天临
床恢复率为71.43%，显著高于对照组
的55.68%；在普通型患者和伴有高血
压/糖尿病的患者中，法匹拉韦治疗组
患者发热和咳嗽的缓解时间显著缩
短。

4月24日，陈小平教授还受邀在
巴西某电视台介绍法匹拉韦的药理
作用机制，及其在治疗新冠肺炎临床
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等。陈小平教授
表示，湘雅医院将积极向国际社会分
享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等方面的
经验；同时呼吁开展有效的国际科研
合作，共同抗战新冠肺炎疫情。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保靖速览】
保靖县地处云贵高原东端和武陵山

脉中段，境内重山叠峰，岭谷相间，是国
家确定的第一批革命老区县、深度贫困
县，2019年脱贫摘帽。今年3月，保靖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巩固拓展“一季一专题”集
中治理工作，从严监督做好易地搬迁“后
半篇文章”，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实保障。

【现场目击】
4月30日，阳光和煦。记者乘车沿

着碧波荡漾的酉水河，抵达保靖县碗米
坡镇拔茅村的易地搬迁安置点。放眼望
去，但见青山环绕下，安置点白墙青瓦，

低檐粉黛，处处是景，步步入画。
安置点于 2017 年底建成，现已搬

来村民54户235人。这些年来，该县通
过成立扶贫车间、增设公益性岗位、提
供种植菜地等后续帮扶措施，让贫困户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现在我们也住上舒适舒心的‘河
景房’了。”在村里公益性岗位负责清洁
卫生的村民王兆敏打趣道。59 岁的王
兆敏一家三口以前住在酉水河对岸的
半山腰上，守着100多年的木质老房子
时时担心山体滑坡，如今搬进新房后，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但在2个月前，王兆敏遭遇了一场
“住房危机”。因当地时有持续性降雨和
四五级风力，王兆敏的家又处于安置点

的最高处，长期的风吹雨打破坏了屋顶
结构，以致房屋出现漏水现象。

王兆敏回忆，当时正值雨季，雨水
渗下来不仅在墙面上留下了大块大块的
水渍，还需要大大小小几个盆子来接水，
家中的几床被子总是潮乎乎的。但因儿
子在外打工，家中无人能修补屋顶。

2月上旬，在该县开展的“一盏灯”
“一栋房”“一口井”“一条路”“一张床”
的“五个一”专项治理行动“回头看”中，
镇纪委通过走村入户掌握了王兆敏、尚
官林、张正平等3户村民房屋漏水的情
况。“我们立马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迅
速组织力量进一步排查。”由镇长彭吉
华带领的工作小组继续对拔茅村54户
安置点房屋进行深入摸排，发现村子里

32户人家不同程度出现房屋漏水或渗
透现象，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县里。

拔茅村的房屋漏水问题引起县里
高度重视，县纪委监委迅速在全县范围
开展巩固拓展“一季一专题”集中治理
工作，共对 12 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895 套房屋逐户逐栋开展全覆盖式排
查，排查出房屋质量类问题 501 个，督
促完成整改501个。

针对拔茅村安置点房屋问题，在县
纪委监委督促下，县质安站、县设计院
拿出房屋整改方案，根据每户问题有针
对性地列出整改措施，通过屋顶加瓦、
翻检等方式，对 32 套安置点房屋进行
屋顶整修。此外，还为54户安置点房屋
线路、化粪池等配套设施进行了修缮。

“保靖县将从严监督全力护航易地
搬迁的‘后半篇文章’。”县纪委监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监管”总要求，紧紧盯住县里的权、乡
里的情、村里的点，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罗坤）“五一”假期，我省
电力供应安全平稳。今天，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国网湖南电力”）
发布消息称，5月1日至5日，全省日均
有2000多名电力保障人员坚守岗位，
圆满完成保电任务。

“五一”假期我省高温与雷雨天
气并存，湖南电网最高负荷为 2259
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 4.43 亿千瓦
时。国网湖南电力介绍，由于疫情影
响，今年湖南电网春季检修工作尚未
完成，假期中，±800 千伏祁韶特高

压、鄂湘联络线等跨区跨省供电通道
均处于检修状态，因此，全省电力供
应面临较大压力。

国网湖南电力启动《湖南电网事
故应急处置预案》，平均每天投入电
网运维保障人员 1500 余人、客户用
电保障人员 600 余人、电力运维车辆
550 余台，对省内供水燃气、车站机
场、电气化铁路、重点景区、商贸场
所、政府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定点医
院、发热门诊等单位和部门以及城乡
居民用电进行重点保障，确保了用电
充足可靠。

超2000人守岗位保供电

“五一”假期全省用电安全平稳

纸能包住火，还能抗电击

湖南大学教授发明神秘纳米纸

科教前沿“客改货”，湖南民航“危中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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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保靖县从严监督
做好易地搬迁“后半篇文章”

湖南两项隧道施工科技成果
被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5月6日，长沙市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北延线（含电力隧道）工程1号盾构始发井，中铁五局施工人员在焊接钢筋网片。
该工程电力隧道南起特立西路，北至规划信息大道北，全长约7.6km，分盾构段、明挖段两段开挖。目前，盾构段的1号、4号
盾构始发井开挖已基本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电力隧道建设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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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