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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县
加大对烟花
爆竹高温季
节非法生产
的 查 处 力
度 。 8月 18
日， 该县集
中销毁非法
烟花爆竹产
品150余件 ，
标 值 3万 余
元。

李茁 摄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曹征麟 蔡
卫国） 长沙市扩大市区部分区域道路禁止摩托车通行
的规定将于8月22日零时起正式实施。

目前， 省会交警部门已在相关路段路口设置和完
善了交通标志。 交警部门提醒，自“禁摩”实施起，对违
反“禁摩”规定的，将严格依照《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
行若干规定》第16条的规定处理，即：摩托车驾驶人违
反禁止通行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驾驶
人处以100元罚款，并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摩托
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退
还车辆。

同时，对长沙市扩大“禁摩”区域内，且为长沙县和
望城区（原望城县）号牌的摩托车，符合条件的可申请
提前报废，按《长沙市扩大“禁摩”区域摩托车提前报废
及补偿办法》 予以补偿。 补偿截止日期为8月21日。

□新闻链接

扩大禁摩区域范围
（一）湘江以西区域：
西边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岳麓大道、 麓谷大道、枫

林路、麓景路、龙王港路、金星南路、二环线合围区域（将
高新区部分区域和汽车西站区域纳入其中）； 其他边界
不变。

（二）湘江以东区域：
1、北边界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至二环线、芙蓉北路、

福元路（将湘江世纪城区域纳入其中）。
2、东北边界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至汽配路、京珠高

速（将世界之窗区域纳入其中）。
3、东边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长沙大道、新花候路、香

樟路、京珠高速合围区域（将武广新站区域纳入其中）。
4、南边界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至绕城高速（将红星

市场区域纳入其中）。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雷文
明）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获悉，在开展集中整
治公安交警参与影响交管公正执法经营活动专
项行动中，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深入开展自
查自纠。 从4月1日至8月1日，全省已有859名民
警及其近亲属退出了参与影响交管公正执法的
各类经营活动。

为进一步推进专项整治， 全力打造一支
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的文明执法队伍，省交警
总队负责人今天表示， 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对

以下3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一、公安交
警及其近亲属参与影响交管公正执法经营活
动行为；二、公安交警为参与影响交管公正执
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行为；三、公安交警对参
与影响交管公正执法经营活动查处失职失责
行为。 如举报查证属实，省交警总队将奖励举
报人每案2000元。

举报电话：0731-84068157 （上班时间 ），
12122、15581628118 （24小时 ）。 传 真 ：0731-
84068157。 也可登录互联网《平安在线》网站举报。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胡宇芬 王文隆 通讯
员 罗萍 朱子如） 一辆经过预处理的报废汽车车
身， 搭乘升降翻转装置进入斗状的整机破碎设备，
开始10道工序的“重生之旅”。仅仅6分钟，先后吐出
来钢铁、有色金属、电线、塑料、橡胶等5种“宝贝”。

今天， 这套由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报废汽车车身整体破碎及综合回收技术与生产
线”，在长沙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鉴定。 鉴
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建议推广应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高速增长，汽
车报废量也将进入一个井喷期。 去年我国报废汽
车超过400万辆，预计10年后将超过1500万辆。 但

是， 国内报废汽车车身破碎设备的研制几乎处于
空白状态。报废车辆拆解基本靠原始手工操作，采
取破坏性拆卸手段，再生利用价值低，环境污染严
重，劳动效率低下，如人工气割一辆报废车身，需
要两人工作一天。

据悉，“报废汽车车身整体破碎及综合回收技
术与生产线”是万容科技开发利用“城市矿产”战
略的重要一环。报废汽车回收物中，钢铁的重量占
到七成多。 该生产线创造性地采用双轴撕碎及辊
轮破碎技术， 使整车车身一次性破碎并达到废钢
精料入炉的质量要求， 既可让回收废钢售价每吨
提高600元至1600元， 又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该生产线还通过采用低速大扭矩撕裂的 I级预处

理破碎和使用辊轮搓揉的工艺设计， 既提升产出
物的价值，又延长了刀具使用寿命。由于该系统采
用了磁选、涡电流分选、多级风选、筛网分选等技
术组合，可有效地回收钢铁 、有色金属 、电线 、塑
料、橡胶，综合回收率达到90%以上。 同时，由于实
现了常温干式破碎分离， 避免了报废汽车处理过
程中的空气污染。 目前，仅该生产线，万容科技已
申请6项专利。

据悉，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下午在长沙举行的
报废汽车拆解及废钢加工产业技术市场交流会
上，此次通过鉴定的生产线受到市场青睐。万容科
技营销总监曾焕湘表示， 今年有望销售六七条生
产线，汽车报废井喷期时预计可达到每年300条。

综合 ２０11年8月19日 星期五8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
讯员 眭善林 ) 能源消耗刚性增长 ，
企业急需节能技术。 今天，在省经信委
组织的企业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对接会
上，200家企业抛出投资逾30亿元的节
能改造项目 ，50多家专业从事节能技
术改造的企业从中获得商机。

据承办本次对接会的省能源研究
和节约协会负责人介绍，工业企业能耗
在全省能耗总量中所占比重极大。上半
年， 全省规模工业能耗3330.08万吨标
准煤，同比增长9.1%；六大高耗能行业
能耗同比增长7.2%。工业企业既是能耗
大户，也是推进节能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工业节能，
大力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新模式。 通过
专业工业节能服务公司为广大工业企

业量身提供先进节能改造技术， 开展
合同能源管理等，有效降低工业能耗。
泰通、博源、凌天等一批专业节能服务
公司迅速发展。 其中，泰通电力科技公
司凭借其在合同能源管理、 工业水系
统优化、绿色灯光照明、高低压电机节
能改造方面的核心技术， 被国家工信
部列为工业节能服务推荐企业。 该公
司为武钢集团所有水泵系统、 灯光照
明系统和高低压电机进行节能改造 ，
每年可为武钢节约电能、 煤炭等费用
近两亿元。

根据我省制定的工业企业节能技
术改造计划， 近两年将重点对高能耗
企业的耗能系统进行集中技术改造 。
这项投资数十亿元的改造完成后 ，预
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70多万吨。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刘文韬 ）
今天上午 ， 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常德 “四
化一考 ”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新模式
网上谈活动 。 常德市委常委 、 市委
秘书长刘明 ， 常德市委常委 、 市委
宣传部部长覃清香 ， 桃源县委书记
龚德汉等3名 “四化一考 ” 模式具体
实践者做客红网 ， 畅谈了 “四化一
考 ” 模式的实施背景 、 主要做法及
具体成效等情况。

“四化一考” （学习全员化、 组
织化、 制度化 、 价值化 ， 以考促学 ）
模式是我省在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新成果， 并得到省
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早在2003年， 为
响应党的十六大关于 “建设学习型社
会” 的号召， 常德开始建设学习型城
市， 2009年以来， 又以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引领学习型城市建设 ， 经过近8
年多的探索 ， 初步形成了学习全员

化、 组织化、 制度化、 价值化和以考
促学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新模式。

刘明深有感触地说， 在实践中我
们发现 ， 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
向， 以学习促发展 ， 实现学用相长 ；
必须启动压力机制 ， 以考试促学习 、
以考试检验学习成效。

“学习需要动力也需要压力 。 ”
覃清香说， 考试是检验学习成效的一
个重要手段。 1999年以来， 先后组织
县处级干部政治理论考试、 县处级后
备干部理论水平考试8次 ， 参考人数
达7300多人。 先后有19名干部因考试
成绩不合格被取消后备干部资格或暂
缓提拔， 38名干部因学分不及格而被
取消评先资格， 这在党员干部队伍中
引起了极大的触动。

在谈及 “四化一考” 模式的具体
成效时， 龚德汉作为基层党组织书记
代表说， 我们通过学习推动创新， 激
发了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

6分钟，报废车身变出5种“宝贝”
我省又一重大环保装备通过部级鉴定， 填补国内空白

勇当“四化”主力军
争做“两型”排头兵

省经信委协办

工业节能服务潜力巨大

200家企业抛出投资30亿元
节能改造项目

“学习需要动力也需要压力”
常德“四化一考”新模式网上谈

长沙扩大禁摩区域22日实施

859名民警及其近亲属退出经营活动
举报交警违纪违法行为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