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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①）
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云溪人民

安全饮水，2013年岳阳市人民政府第
10次常务会议精神，决定将云溪区的
市政供水移交给市水务集团，实施云
溪铁山供水工程。经过多方努力，云
溪铁山供水工程于2016年12月立项，
2017 年 10 月正式开工。这一消息不
胫而走后，云溪百姓纷纷拍手叫好、翘
首以盼。当年，云溪区委、区政府将铁
山供水工程建设作为民生实事“一号

工程”强力推进，纳入每年“两会”讨论
的重点课题，投入资金2.3亿元用于铁
山供水工程建设。今年 9 月份以来，
该区把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实施作
为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具体行动，区委书记张中
于，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正仁等区领导
多次赴一线、访民情、听民意，调度、督
战铁山供水工程建设，破解工程建设
瓶颈，确保项目高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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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小龙城
市场部自2015年12
月以来，陆续有部
分经营户自行关门
歇业，拖欠租金及
其 他 相 关 费 用 未
交，且市场管理方
无 法 与 之 取 得 联
系。为加强市场管
理，请上述经营户
自本告示见报之日
起十日内到岳阳市
国源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小龙城市
场 部（联 系 电 话
0730- 3160335）理
顺租赁关系并结清
费用。逾期，其承
租摊位（柜台）将被
收回且不予退还租
赁押金，原开出的
押金收据作废。

注 ：因 版 面 有
限，未列出全部人
员明细，请相关人
见报后速来办理有
关手续。
岳阳市国源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5日

小龙城市场部未办理退摊手续摊位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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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城市场
未办理退摊手
续摊位告示

插上智能化的翅膀，岳阳林纸造纸车间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生态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沈 勇 通讯员 冯冰辉

一纸风行，源于实力和品质。
“生产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专用
纸是我们每位党员、每位造纸人的
骄傲，用初心造最好的纸张、以行
动强化担当，是我们每位造纸人的
使命和责任。”岳阳林纸股份有限
公司岳阳分公司文化纸事业部党
支部书记蒋华林每当拿起“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学习
材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自豪之
情就油然而生，溢于言表。

“让最美的书，用上岳阳林纸的
纸。”依托一流工艺装备、一流技术、
一流研发团队、一流产品，岳阳林纸

“岳阳楼”“天岳、山岳、湖岳”等系列
品牌，在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升华出
独特的内涵和价值，逐步发展成为
国内文化用纸、教材教辅领域用
纸、薄型包装纸领域的领军品牌，
唱响市场，现在已成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三十讲》《中国共产党章
程》等“红色经典”和重点党建文献
首选印刷专用纸。

以“智”取胜
产能翻番，而且跨入了世界造

纸产业的前沿，能生产世界最高档
文化用纸

插上智能化的翅膀，岳阳林纸
造纸车间实现了规模化。

走进车间，一股“智”造新风扑
面而来：高速旋转的纸机旁，一个
个刚复卷下线的大纸卷，像接受检
阅的士兵，整齐列队，等待被输送
到打包工序；自动喷涂系统会调取
每件产品的编码，扫描配对，确认
喷涂，再送到装有机械手的打包机
旁，等待穿衣扮靓归仓入库；在智
能化控制的纸机主控、打浆、压光、
成纸、复卷、打包生产线上，一头一
尾现场只见十来位员工操作，忙而
不乱，紧张有序。一天下来，就是
600多吨产量。

2003年7月1日16时10分，随
着宽幅达6.3米的雪白纸张从设计
车速为每分钟1600米的世界一流
纸机上闪电般“吐”出，宣告岳阳林
纸 20 万吨高档涂布纸技改项目 8
号纸机成功开机。

20万吨纸机主体配备有当今最
先进的优化概念操作系统，有14000
多个控制点，可以对纸机生产全过
程实施全方位控制,其智能化控制程
度丝毫不亚于一架波音747飞机。
这一刻，无疑将成为岳阳林纸创业

历程中最精彩的定格——它宣告该
公司已结束不能生产当今世界最高
档文化用纸的历史，以一流产品、一
流技术、一流工艺装备，一步跨入了
世界造纸产业的前沿。

2009年8月，岳阳林纸年产40

万吨含机械浆印刷纸项目 9 号纸

机、10号纸机全线贯通出纸，该项

目是湖南省十大标志性工程，不仅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而且该项目以

“环境友好、清洁生产”为核心理念，

采用先进的节水、节电、节能技术，

清洁生产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0 万吨项目成功投产，使岳

阳林纸用一年半时间走过了岳纸

过去 50 多年的路，实现了产能翻

番。至此，岳阳林纸产能达到了

100 万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

以上。

当前，40万吨项目两台纸机车

速稳定在1350米/分钟，其中10号

纸机卷取车速达1400米/分，超过

设计运行车速100米/分，达到了结

构车速，大大提高了车间产量，以

岳纸人的智慧占领了国内外高速

长网纸机运行效率的金字塔顶，充

分挖掘了纸机的潜力。

依托智能制造，企业生产效

率不断提升，以岳阳林纸岳阳分

公司为例，上世纪 90 年代每年近

7 万吨产量，人员编制达 4900 人，

而现在年产 100 万吨，只有 2300

多人。其中40万吨项目现在册人

数只有145人，劳动生产率居世界

同行前列。

“智能制造，点亮未来。”以

“智”取胜，效率倍添，8 号纸机、9

号纸机、10号纸机正是岳阳林纸借

助自动化、智能化改造，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

以“质”服人

产品走俏市场，媲美拥有全球
最前沿造纸技术国家生产的产品

“20万吨纸机、40万吨纸机生
产的纸张，与拥有全球最前沿造纸
技术的芬兰、美国、加拿大等地企
业生产的产品毫无二致！”参加过
两大项目建设的岳阳林纸岳阳分
公司总工程师朱宏伟介绍说。

岳阳林纸坚持以“纸制品使生
活更美好”为使命，时刻关注客户
需求，关注环保，牢牢把握技术方
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依托
国家级技术中心、专业的技术研发
团队，公司近年开发的环保复印
纸、轻型纸、书刊纸、胶版纸系列产
品、微量涂布纸等系列产品，都是
典型的绿色环保产品；成功研发出
的微涂胶版纸、食品包装纸、天岳
书纸、电商原纸、天岳彩画纸等高
附加值、特色产品，走俏市场。公
司主持研发的“意大利杨APMP新
工艺制浆及其应用”项目获2003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拥有
多项国家级自主知识产权，获国家
授权专利超过50项,省部级以上科
技进步奖28项。

岳阳林纸还积极响应落实国
家统编教材“共同行动计划”，支持
国家教育事业，销售公司成功中标
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国有出版
社，2020年春季国有出版教材教辅
订单，比去年同期增加约25%。

以“纸”代“塑”
致力做绿色产品的“定制者”，

“让生活更环保、更健康”

“以纸代塑、责任大爱”。岳阳
林纸的包装纸正是秉承这一使命，
致力于“让生活更环保、更健康”。

三只松鼠、恰恰瓜子、德克
士……很多岳阳人可能不知道，
这些“吃货们”最喜欢的美食，它们
的外包装是由岳阳林纸提供的食
品包装纸。据了解，岳阳林纸还为
阿迪达斯、优衣库、日本王子制纸
生产时尚手提袋，为张新发、安化
黑茶等生产包装袋。

岳阳林纸一直与国家环保发
展大势同步，致力做绿色产品的

“定制者”。9 月 4 日，食品包装纸
顺利通过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严格审查，获评最高级 A 级，同
时已经通过了SGS质量认证、FSC
体系认证等。在担纲食品纸生产
的包装纸事业部 6/7#机、特种纸
事业部3#机，车间地面干净整洁，
员工精神饱满，严格执行标准作业
流程，质量检验一丝不苟，生产环
节有序规范。

目前，岳阳林纸利用在浆料和
化学品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主打

“绿色环保”牌，其高端产品——精
品牛皮纸和高强纸袋纸，已经成为
盈利的拳头产品。包装纸市场份
额不断攀升，产品地位和形象得到
提高，并逐步实现全国合理布局。

春华秋实，岁丰物成。
一路奔跑一路歌。从绿色环

保，到“林浆纸一体化”，再到“生
态+”转型，岳阳林纸在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上始终不移，领跑行业，
永做绿色发展的忠实拥护者、积极
实践者和勇敢开拓者，高举“百年
岳纸，千载文章”的猎猎大旗，努力
打造百年企业，抒写着企业发展史
上生机勃发的绿色篇章！

生态转型，绿色发展，用初心造最好的纸张、以行动强化担当，岳阳林纸——

绿色“智”造让“最美的书”用上“最好的纸”
本报讯（记者 丁 瑜）12月9日下

午，全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
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挚，副市长、市公安局长唐文发出席。

会议对“全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了再部署，从即日
起至 2020 年 11 月，我市将围绕“人、
车、路、企、政”等方面存在的交通顽瘴
痼疾，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整治行动。

李挚强调，要深化认识，汲取教
训，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以对
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的政治意识，切实提升开展全市交
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的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要明确目标，强
力推进，通过一年的合力攻坚，使全市
交通安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安全设

施更加完善，交通秩序更加通畅，管理
水平全面提高，守法意识显著增强，交
通事故明显减少。要突出重点，精准
施策，各地各部门要剑指“人、车、路、
企、政”等方面的7类顽瘴痼疾15个具
体问题，围绕重点狠抓隐患治理、乱象
整治、责任落实。要强化措施，确保实
效，要全面排查，澄清底数，综合施策，
精准整治，挂单列账，逐一销号，做到
问题不解决不放手，隐患不消除不罢
休。要压实责任，倒逼落实，强化督查
考核，对各地、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集
中整治工作情况跟踪问效，切实担硬
责任、全力攻坚克难，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作风推进整治工作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切实担硬责任 全力攻坚克难
李挚出席全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刘志恒 通讯员
周 杰）12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彭先政、副市长杨昆来到市科技馆
参观岳阳市科技创新成果展。

我市重视科研工作,科研条件不
断改善。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自
主创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潜心科
研、默默奉献、用汗水和智慧创造了丰
硕的科技成果。1991 年至 2018 年期
间，我市共取得国家奖励的科技成果
37项、省级奖励成果190项，其中国家
特级奖项1项，一等奖5项。各类科技
创新创业平台支撑社会经济发展能力

日渐加强，截止目前，全市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达到12家、省级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30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2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
院士工作站、实验室等 15 家，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研发中心等
17家。

彭先政、杨昆一行在展板前仔细
看，还不时询问科技项目的转化落地
及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高度
评价了科协近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勉
励科协继续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
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建功新时代。

喜看科技硕果压枝头

本报讯（李发达）为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全
县“宪法宣传周”活动，12月5日上午，平江县
人民法院干警来到上塔市镇中心学校开展宪
法宣传教育。

干警们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们讲解了宪
法主要内容，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
触犯刑法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健康权受到伤害
时如何维权等法律知识和校园内外安全防范
知识。课后，同学们仔细观看了法律宣传板，
领取了法官们精心编写的法治宣传资料 200
余份。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保护
能力。

送法进校园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图为宪法宣教活动现场。

徐新楚代表市政协党组班子作表
态发言，他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不断深化政协党的建设，通过抓党建、
强党组、带委员，把市委的决策部署和
对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把加快
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国家区域性
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建设的智慧和力量
凝聚起来。要严肃认真抓整改，对主
题教育中征求的意见、检视的问题照
单全收，做到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整改
不到位不放手。要担当作为重实干，

深化人民政协“四个一线”认识，坚持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切实
发挥好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助
推改革发展、服务国家治理的作用。
要正风肃纪转作风，坚决反对特权思
想、特权现象，坚决纠正和防止调查研
究、协商议政中的形式主义和不正之
风。要建章立制重长效，将好经验好
做法规范化制度化，推动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扎实推进政协工作守正
创新、提质增效、走在前列。

（上接第1版②）

岳阳人的生活半径从此扩大。
时间回到2019年，在运营36年之

后，同时与市场老去的巴陵大桥历经
风雨洗礼，也日渐斑驳。

11月初，记者和市政维护处安全
技术股负责人宗友世踏上大桥实地踏
勘——桥侧上下楼梯口，只见主桥出
入空间均被算命或小摊贩擅自占用，
楼梯踏步钢筋裸露，锈蚀严重。墩顶
横隔梁和人行道底板大面积破损，支
座老化变形。横隔梁的表面有风化、
剥落、露筋、锈蚀，梁体有局部破损，桥
面板有破损、钢筋锈蚀、渗水等现象。
而引桥拱肋有横向裂缝，拱波纵向开
裂，拱下建筑物进一步加快拱肋损坏，
腹拱圈破损渗水等。

宗友世告诉记者，大桥建成30多
年来，桥体从未加固维修。经对桥体
初步鉴定，存在桥面下陷、桥墩开裂、
桥体部分变形等安全隐患，可能造成
安全责任事故。而根据摸底，巴陵大
桥市场门店总数782个、面积12031.05
㎡，另有摊位227个，整个市场就业人
数约达 3500 人。如此庞大的数量对
大桥安全而言，已不堪重负。

早在2009年5月和10月，湖南中
大建设工程检测技术公司对大桥进
行检测后发现，巴陵大桥现有承载能
力仅达原设计荷载的 85%，必须对桥
下拱肋、排水、支座等设施进行整
治。但巴陵大桥建成投用至今，桥下
市场一直占用桥拱空间经营，严重影
响了桥梁日常监测和维护管理，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为确保桥梁安全，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们向岳
阳相关部门提交了《中心城区桥梁检
测评定报告》及《中心城区桥梁荷载
试验报告》，要求维修加固巴陵大桥，
并 对 巴 陵 大 桥 下 市 场 进 行 搬 迁 。
2018年7月11日，湖南交通规划勘察
设计院生产安全部门再次就此向岳
阳市城管局专门发函，告知桥梁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须立即封闭交通启动
加固工程。

“桥梁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必须防
微杜渐，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宗友
世表示，市场拆除势在必行，只有通过
加强对巴陵大桥的定期检查、修缮、保
养和维护工作，才能保证群众生命和
国家财产的安全。

（上接第1版④）

（上接第1版③）

目前，该区“一核两区一带两轴”空间
结构已逐步凸显，以对外服务功能高
度集聚的东茅岭、南湖大道等中心城
区合围地带为核心，打造引领岳阳大
城市发展的成长核心。南翼辐射带动
区覆盖奇家岭高校及周边区域、郭镇
片区和麻布大山省级森林公园等区
域，为对接长沙，辐射岳阳县的城市新
区；北翼联动对接区以东风湖环湖区
域、七里山、胥家桥等片区为依托，打
造对接联动城陵矶临港新区、云溪区
的城市功能区。

正如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董雪兵所说，岳阳楼区
的产业规划建设实际上超越了单纯的
老城改造，本质上是将第四次信息技
术革命以及现代服务业嵌入产业转型
升级过程，这将进一步强化核心竞争
力，有效扩大中心城区的经济腹地，进
而扩散至周边区域，为大城市的成长
构筑有效的区域支撑。

蓝图绘就致千里，乘风破浪正远
航。一个美丽宜居、蒸蒸日上的“岳
阳之心，城市之根”的新图景正徐徐
展开。

（胡 峥 刘 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