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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7日讯 今天在香
港举行的“湖南对接大湾区 推动
港湘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专题对接
会”上，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
心有限公司、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湖南省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等单位， 与香
港中文大学等合作方，现场签约9
个科技创新项目， 湘港两地的科
技创新合作联系日趋紧密。

湖南企业青睐香港的研发技
术。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黄乐表示， 此次与
香港中文大学、 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签约合作， 研发真空
镀膜技术， 希望突破其应用在柔
性屏幕上的技术瓶颈， 让更多消
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使用
柔性屏幕的产品。

湖南在农产品方面的研究也

吸引香港企业前来合作。 来自香
港的普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湖
南省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签订合作
协议，共同研发功能性食品。普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卫星
辉表示，本次合作之后，企业会在
未来考虑落地湖南， 在湖南进行
大规模生产。

对接会上，湖南-香港科技创
新技术转移工作站启动， 并发布
了80多项可与湖南开展合作的重
点香港科技成果。据了解，湖南在
香港设立工作站， 不仅可以聚合
香港优势科技资源， 为湖南吸纳
香港科学家团队和创新创业人
才， 建立湖南科技管理人才培训
基地， 也可以让香港的科技成果
在湖南得到落地和转化， 成为湘
港科技创新合作的基地和桥梁。

■记者 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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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7日讯 4月16
日、17日，第一届“马栏山杯”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宣讲团走
进古城西安。 在这两天时间
里， 大赛宣讲团先后来到陕
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美术学院开展宣讲活
动， 以大赛为媒让湖湘文化
牵手西安创意， 在古城高校
师生中掀起了一阵湖湘文创
设计的风潮，吸粉无数。

此次西安站宣讲，是“马
栏山杯” 宣讲团省外进行的
第一场活动， 而选择在陕西
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
安美术学院进行， 正是被三
所高校设计院系一流的文创
设计力量所吸引。

活动期间， 宣讲团所到
高校的师生高度认同“马栏
山杯” 文创大赛重转化的理
念，认为“文创作品只有实现商
业转化才能体现价值”。 并表示
湖南和陕西都有着丰富的文化
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文博资源、
非遗资源、旅游资源，在各有特
色的同时又存在诸多融合创意
的可能，下一步将考虑让“马栏
山杯”文创大赛与研究生、本科
生的毕业课题相结合，让西安创
意牵手湖湘文化，与市场接轨做
好作品转化工作， 一起推动湖
南文创市场的发展。

据了解， 由省委宣传部
主办的第一届“马栏山杯”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以百万奖金
面向全球征集创意，下一步宣
讲团还将走进北京、厦门等城
市，共邀全国、全球设计力量
诠释湖湘文化， 促进湖南文
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本报4月17日讯 省生态
环境厅今日发布《2019年3月及
1-3全省大气、地表水环境质量
状况通报》。数据显示，今年前3
个月，全省大气环境质量和地表
水环境质量都有所好转， 全省
14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7.3%，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
优。

除CO外，长株潭其余污染
物浓度高于全省均值

3月，全省14个市州政府所
在城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98.4%，轻度污染天数比
例为1.6%， 无中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其中，长株潭环境空气质
量 的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6.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6个
百分点。除CO以外，长株潭其余
污染物浓度均高于全省均值。

就1-3月而言，全省14个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7.3%，
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12.8%，中
度污染天数比例为5.9%， 重度
污染天数比例为3.9%（49天），
严重污染天数比例为0.1%（2
天）。与上年同期相比，全省优良
天数比例上升1.3个百分点。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评价，1-3月14个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排名从好到差依次
为：郴州、湘西、怀化、张家界、娄
底、永州、邵阳、衡阳、岳阳、长
沙、株洲、湘潭、常德、益阳。

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市水
源水质均达标

3月，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监测结果
表明，29个水源水质均达标，水
源达标率为100%。 其中Ⅰ类水
质水源6个， Ⅱ类水质水源21
个，Ⅲ类水质水源2个。与上年同
期相比，1个水源水质提高，27

个保持稳定，1个水源水质下降，
即益阳龙山港。益阳龙山港断面
锑浓度由0.00553毫克/升下降
到0.00483毫克/升。

就第一季度而言，全省地表
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
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329个，占95.3%；Ⅳ类水质断面
13个，占3.8%；Ⅴ类水质断面2
个 (益阳志溪河和大通湖 )，占
0.6%；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郴州
马家坪电站大坝，)，占0.3%。

另外， 第一季度，11个洞庭
湖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
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主要污
染物为总磷。 与上年同期相比，
湖区总磷平均浓度由0.081毫克
/升下降为0.063毫克/升。

湘潭、益阳连续3个月排名
后三位

《通报》 中还指出了存在的
问题。

其中，湘潭市、益阳市连续3
个月排名后三位。3月， 全省
PM2.5颗粒物浓度益阳（上升
85.2%） 上升幅度较大； 全省
PM10颗粒物浓度同比下降的
情况下，益阳（上升9.7%）、常德
（上升1.8%）不降反升。

另外，长沙捞刀河口、益阳
皇家湖和大通湖3个断面连续3
个月超过Ⅲ类水质标准；3月，长
沙橘子洲、衡阳城北水厂、邵阳
绥宁河口镇、岳阳八仙桥、常德
窑坡渡、 益阳桃谷山和大通湖、
郴州大河滩、渡口大桥和东江水
库等10个断面未达“水十条”国
家考核2019年考核目标， 且郴
州罗渡镇和益阳大通湖断面今
年累计平均值低于2个目标水质
类别。第一季度，郴州罗渡镇断
面水质下降2个类别； 长沙橘子
洲等30个断面水质下降1个类
别。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陈颖昭

本报4月17日讯 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驻湘“回头看”结束后，
交办问题整改进度如何？ 今日，记
者从省环保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了解到，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 向湖南交办的4226件信访件，
已办结3775件，办结率89.3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于去年对湖南开展了督察
“回头看”， 并向湖南交办了
4226件信访件，截至4月初已办
结3775件，办结率89.33%；全省
责令整改1825家，立案处罚378
家，罚款金额2626万余元，立案
侦查28件，行政拘留16人，刑事
拘留19人，约谈247人，责任追
究231人，市州自查自纠52人。

湖南持续抓好2017年中央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截至3月底，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76
项整改任务，61项已完成整改，
其余11项任务达到序时进度，1
项任务未达到序时进度，3项任
务暂时滞后； 交办的4583件信
访件，上报完成整改、办结4579
件，办结率99.91%。

此外，《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反映的湖南生态环境
共性问题中，填湖建园、侵蚀岸
线、投肥养殖、非法采矿等短期
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已基本整治
到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含砷
废渣治理、 石煤矿污染治理、矿
山复绿等需长期推进的工作正
在全面推进中。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陈颖昭

一季度空气质量：郴州最好益阳垫底
全省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监测评价断面达标率，分别同比提高1.3%、4.3%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交办信访件办结率89.33%

十三朝古都文脉
助力“马栏山杯”
西安高校掀起
湖湘文创风潮

为湘澳科创交流牵线搭梁
现场签约9个科创项目 湘港科技创新技术转移工作站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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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上午，在“湖南对接大
湾区推动港湘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专题对接会”上，湖南湘江智能科技
创新中心与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香港理工大学
签订合作意向协议，携手共建北斗
智能可信导航（香港）研究院。

据介绍，北斗智能可信导航（香
港）研究院，将依托湖南湘江智能科
技创新中心、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
术研究院和香港理工大学三方，在

智能网联测试资源、北斗导航技术
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科研团队、技术
成果、仪器设备、人才培养等优势资
源，联合推动北斗在智慧城市以及
智能无人系统（含无人机系统、智能
网联驾驶系统以及智能网联汽车
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打造集技术协
同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人才联合培
养以及科研学术交流等于一体的
新型研发机构。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解婷

4月17日，“港洽周”湖南（香
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推介会在香
港举行，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并致
辞。他表示，希望港湘双方在金融
产品创新、 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
合作，携手开拓海外市场，发挥香
港“超级联系人”作用，帮助更多

的湖南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
推介会发布了2019湖南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 其中现代服务业项目
238个，总投资6663.54亿元。项目内
容涉及轻纺化工医药、商贸物流、文
化旅游、金融、现代物流、健康养老
等行业。 ■记者 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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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港校企携手，建北斗智能可信导航（香港）研究院

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湖南在港推介现代服务业

4月17日，长沙市开福区
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 施工
人员在对老建筑进行改造。
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是长沙
市仅存的3条麻石大街之一。
潮宗街片区更新工作于去年
6月正式启动，将于今年底完
工。 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改造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