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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张尚武）正值
冬春造林最佳时节，记者今天从省林业局获悉，
今冬明春，全省计划人工造林 150 万亩，各地正
在抓紧挖穴整地，落实苗木上山，打造高质量造
林工程。

按年度计划，今冬明春全省除完成人工造林
150 万亩外，明年还将封山育林 300 万亩，退化
林修复 120 万亩，森林抚育 500 万亩，加快山林
从“穿衬衫”向“穿棉袄”转变。省林业局造林绿化
处处长胡锋介绍，今冬造林绿化突出五个重点：

一是以退耕还林、长江珠江防护林等国家重点造
林项目为龙头，建基地、创样板，推动大规模国土
绿化。二是以生态廊道建设为主战场，启动建设
10 条示范型省级生态廊道，推动构建我省绿色
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网络空间。三是以长株潭

“绿心”和长江岸线为重点，打造生态修复示范样
板。四是以难利用地为主攻方向，破除造林绿化
瓶颈。五是以城乡绿化美化为支撑，助推人居环
境整治改善。

抢抓季节，不误林事。省林业局要求，各地要

主推大穴造林，加快生态整地进度。林业部门统筹
安排造林苗木，良种壮苗造林，确保农历春节前完
成造林任务的85%以上。各地要转变方式，由以造
为主，向与封山育林、封山护林多措并举转变；由宜
林荒山造林为主，向宜林荒山造林与低质低效林
改造并重转变；由全砍全烧全垦造林向带状或局
部清理、大穴造林、补植补造、幼林培抚转变；推进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大力营造混交林，发展闽楠、红
绸、红榉、红椿等珍贵乡土树种，实现生态、经济、社
会三大效益最优化。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张尚武）最近
天气有利，湖南冬种油菜进度加快。据全省农情
调查，湖南今年计划冬种油菜 2030 万亩，至 11
月15日已完成90%。

湖南种植油菜历史悠久，是冬季油菜生产最
适宜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全省油菜种植面积持
续扩张至2000万亩左右，稳居全国首位。全省主
推优质双低杂交油菜品种，单产达到100公斤以
上。在衡阳、常德等主产区，菜籽油价格攀升，每公

斤售价20元以上。农民种一亩油菜，仅卖菜籽或
榨油出售，纯收入可达500元。

围绕油菜提质增效，今年全省主推沣油
737、盛杂油 10 号、湘杂油 631 等十大优质双低
油菜品种；配套推广适时播种、施足基肥、合理密
植等关键技术，为夺取高产夯实基础。各地还挖
掘油菜的花用、菜用等多种功能，农民种油菜收
益更可观。

据农情调查，在洞庭湖区，油菜直播节本省

工，取代移栽成为主流。从全省来看，今冬油菜
直播面积占到六成以上。省农机事务中心专
家介绍，各级农机部门示范推广“稻—油”机
械化生产模式，主推稻田油菜机械起垄栽培
技术，广泛应用机械精量直播、机械旋耕、机
械收割等机械化生产技术，全省油菜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提高到 60%以上。油菜机械
化生产“省工、省力、节本、增效”，推动油菜种
植面积稳步扩大。

种油菜让耕地“绿色过冬”
全省计划冬种油菜2030万亩，已完成90%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黄勇华 周雄）近年来，我省进出境寄递
物品数量持续高速增长，进出境环节面临的核
生化威胁不容忽视。长沙海关今天联合长沙市
反恐、卫健、公安、消防等部门组织了口岸监管
环节化学涉恐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演练现场设在湖南邮政海关监管作业现
场，一个来自某国的邮包出现异常，海关工作
人员身着A级防护服对化学毒剂进行检测，确
认化学毒剂为芥子气，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将该
结果上报，长沙海关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会同
各部门单位联合开展伤员转运、调查取证、现
场洗消等后续处置措施，化学毒剂得以密封保

存、伤员得到及时救治，现场环境被彻底洗消，
最终危机得以解除。

据介绍，长沙海关设有 6 个寄递类监管作
业现场，今年 1 至 10 月，监管进出境邮件、快
件、跨境电商包裹4804.17万件，同比增长1.35
倍。与此同时，仅长沙邮局海关在进出境邮快
件监管工作中就截获毒品、枪支、象牙、活体动
植物、a型肉毒素等违禁物品达238批次。

为有效保障国门安全，长沙海关近年累计
投入数千万元购置各类辐射探测仪、辐射计量
仪、各级防护服、手持式化学毒剂探测器等290
余台套，有效提高了海关现场核生化查缉、处
置能力。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刘泉子）自然资源湖南省卫星应用技术
中心今天在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揭牌，联建单
位以及全省14个市级中心同时授牌。这标志着
我省已初步构建了集自然资源卫星遥感应用
评价、遥感数据采集和专题产品生产、自然资
源主责主业技术支撑、相关行业拓展服务、省
市县网络协同于一体的省级卫星应用技术体
系，将加快湖南省探索自然资源卫星应用的工
程化和规模化。

2019年，为加快推进卫星应用技术体系建
设，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对湖南下达了“做
好试点，探索建设贯通省、市、县（乡）卫星应用
技术体系”的任务。省自然资源厅随即以厅直
属单位机构改革为契机，集中卫星遥感应用的
核心力量、重大工程、项目资金，大力推进卫星
应用体系建设，打造卫星应用网络贯通的“湖
南模式”。

卫星应用技术包含卫星通信、卫星遥感、
卫星导航、卫星侦察等，在国民经济、国防建
设、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如卫星通信技术为现代社会提
供了电话、数据传输、移动通信、远程医疗等
服务；卫星遥感技术为自然资源监管提供了
全面的数据和技术保障，同时还广泛应用于
财政、发改、审计、水利等部门，为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保障。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陈松岭表示，为促进
我省自然资源卫星应用与服务水平提升，将自
然资源湖南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建设成全国
一流的卫星中心，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加强组
织、政策和资金的保障，省级中心一如既往地
提供数据、技术和支撑服务，市级中心和县级
节点承建单位应主动作为承担自然资源“两统
一”及区域卫星应用拓展服务。

自然资源湖南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揭牌

湖南进出境寄递物品数量快速增长
前10月长沙海关监管各类进出境寄递物品同比增长1.35倍

抢抓季节 不误林事

今冬明春全省计划人工造林150万亩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朱勤 禹良）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湖
南省分行获悉，该行已发放今年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8.13亿元，惠及全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9.87 万人，较 2019 年分别增长 10%、9%，贷款
发放金额和支持学生人数均创下历年新高。

针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高考推迟对助
学贷款受理工作的影响，国开行湖南省分行提
前安排部署，将贷款受理期限从7月20日延长
至10月20日，确保学生能顺利获得贷款资格，
解除了贫困家庭的后顾之忧。

该行今年还推出了三大新政。一是扩大还
款救助范围。针对学生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因罹
患新冠肺炎造成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助学贷款

本息的，可申请代偿当年应还贷款本息；针对
学生本人因罹患新冠肺炎死亡或丧失劳动能
力的，可申请代偿全部贷款本息。二是推出手机
远程续贷服务。通过与支付宝合作，运用人脸识
别、电子签章等金融科技手段，提供“无接触办
贷”服务，帮助省内1.9万名学生足不出户办理
续贷，降低现场办理聚集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
三是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支持力度。采
取了贷款利率下调、还本宽限期延长、最长贷款
期限延长，进一步减轻贷款学生的还款压力。

国开行湖南省分行承担了我省 95%以上
的助学贷款业务量。截至目前，该行已累计发
放高校以及生源地助学贷款 58.98 亿元，惠及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1.41万人次。

国开行在湘发放助学贷款创新高
今年应对疫情影响，出台三大新政惠及学子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谢凡）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1至10月，
湖南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3894.21亿元，同比增
长 8.9%，投资增速连续 3个月加快；商品房累计
销售 4329.35 亿元，同比增长 6.5%，销售增速连
续 6 个月加快；个人按揭贷款突破千亿元，连续

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多项关键指标持续向好，表
明我省商品房供需两旺，房地产市场已走出疫情
阴霾、重现活力。

在开发投资有力推动下，前10个月，全省房
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逾 3.8亿平方米，比
去年同期增长1.1%。其中，住宅施工面积约2.82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达 6900.51 万平方

米 ，同 比 增 长 3.0% 。其 中 ，住 宅 销 售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5.2% 。14 个 市 州 中 有 7 个 实 现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正 增 长 ，邵 阳 、衡 阳 、娄 底 三 市
增 长 最 快 ，增 幅 分 别 达 到 29.2% 、21.5% 、
19.3%。

供需两旺促使我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状
况持续改善，1 至 10 月到位资金 4864.59 亿元，
同比增长 3.6%，国内贷款、自筹资金、个人按揭
贷款均不同程度增加。

投资、销售、到位资金等多项指标持续向好

我省房地产市场走出疫情阴霾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黄欣芳 张春洪）省食安办今天召开专题会议
分析全省食品安全形势，部署食品安全评议考核
工作，加快推进跨部门深化协作，实现食品安全
高质量监管。

食品安全点多、线长、面广，涉及从农田到餐

桌多个环节，涉及多部门职责。省食安办要求
切实加强分工合作、形势会商、情况通报及联
防联控，建立完善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完善
治理体系，织密防控网络，提高从农田到餐桌
全过程监管能力、全链条保障水平、全行业安
全系数。

省食安办主任、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介
绍，目前国务院食安办已启动对各省的食品安全
评议考核，我省要全力迎接评议考核，抓实对市
州、县市区政府及省食安委成员单位的食品安全
评议考核。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全年目标任
务，重点守好“菜篮子”“米袋子”等产品质量安
全，着力防风险守底线保安全。

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健委、长沙海
关等省食安办副主任单位负责人分析了食品安
全形势。会议特邀省农科院院长单扬等食品安全
专家参加会商。

省食安办专题会议部署食品安全工作

推进食品安全高质量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