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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司马童

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暴雨
中受灾严重，152名农民工救出了上
百名被困游客。 慈善人士李春平和
腾讯筑德基金先后提供了30.4万元
和15万元的赠款， 表彰这些农民工
见义勇为的行为。然而，参与救援的
农民工近日却反映，“钱确实发了，
但是又（被所在的施工企业）收回去
了 ， 连发放的新毛巾被都被没收
了”。 （8月9日《京华时报》）

暴雨中闪光的152位农民工兄
弟的事迹，确实感动了许多人，也激
励了许多人。崔永元、韩红等随后请
农民工吃饭， 也是在努力弘扬这种
社会“正能量”。但让人遗憾、甚至愤
慨的是， 爱心回报竟然遭遇了私下
克扣的粗暴干预。

幸好农民工所在的施工企业没
有让把小崔请吃的那顿饭也吐出
来，否则农民工兄弟还真不好办。但
除了那顿饭以外， 连毛巾被都收走
了，收缴力度真大，脸皮真厚！ 施工
企业所谓“为了留住人，才暂时把捐
款先收缴” 的说法， 显然经不起质
疑———留不留得住人， 是你企业自
己的事；拿社会的慈善爱心来绑架，

则是对公众情感的玩弄和挑衅。
从捐赠方式来看， 赠款选择直

接发放到个人， 可能事先就存在防
止被打折扣的考虑， 而且这种直接
发放的方式也意味着， 此次捐赠的
收益人只能是这152名农民工。这家
施工企业，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把“知名度”已经很高的救人赠款，
视作自家的蛋糕一样，想切就切，想
收就收？

这一方面透露出了某些企业极
度膨胀的“威权心态”，以为农民工端
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就相当于“再
生父母”，颐指气使乃是天经地义；另
一方面，难说不是“模仿借鉴”的结
果，2年前，陈光标为南京秦淮风光带
上的一名环卫工过生日，同时给另外
49名环卫工发红包， 后来传出消息，
善款善物均被收回平均分配。

农民工善款被“没收”的灰色剧
情， 也从侧面反映了慈善生态的不
佳，以及慈善可信度的不尽如人意。
连数目不过尔尔的 “环卫工生日赠
款”、“农民工救人赠款”， 就有人横
插一脚，擅自收缴。若遇上数额较大
的捐款赠物， 会不会把眼睛都瞪绿
了？ 这种克扣捐款、 截留爱心的行
为，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负能量”。

慈善爱心不容克扣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张尚武

每天，城市都要产生大量的生产
生活垃圾。

走街串巷的“拾荒者”，从居民手
中收购废旧物品，大到电视机、洗衣
机、电冰箱，小到塑料瓶、废纸、电池，
以及从各类工厂流出的废旧机器、旧
建材……

这些废旧物品最终去了哪里，又
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8月12日，记者来到省内最大的再
生资源龙头企业———湘合作再生资源
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湘合作），看看这
些“破铜烂铁”怎样变成“城市矿产”。

从垃圾中挖掘“城市矿产”
长沙市望城区东马社区的省废

旧物资交易大市场，每天在此“过路”
的城市生产生活废品上千吨。 然而，
这里却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垃圾堆，经
营门面清洁干净，废旧物资分门别类
陈放整齐。

在分拣加工区，一吨多重一沓的
硬板纸整整齐齐地码在厂房里。正在
打包的工作人员介绍， 每天有5吨废
纸打包装车， 以每吨800元的价格卖
给香港玖龙纸厂，在那里生产出各式
各样的再生纸品。

“一个废旧的变压器，回收估价、
精细分拆、加工利用，绝对是一项技
术活。 ”市场有色金属分拣中心主任
丁子祥说。 变压器中可以分拣出铜、
铝、锡钢片，以及废铁壳子，目前该中
心有3个专业的废旧物资挑选工，均
是年轻的80后大学生。

从各地回收的废铜、废钢，经分
拣、切割，适宜整车装运后，卖给不同
厂家。 “湘合作”与华菱集团旗下的衡
钢、湘钢都签有合同，分别月供500吨
废铜、5000吨废钢。在衡钢和湘钢，这

些废铜废钢回炉后， 被加工成线材、
棒材、板材。

据“湘合作”公司副总经理贺晶
介绍， 这个占地142亩的省废旧物资
交易大市场，有600多家经营户，每年
回收、分拣、加工、销售各类废旧物资
近30万吨，是我省再生资源行业规模
最大的市场。

为了提高“破铜烂铁”的利用率，
“湘合作”不断延伸产业链。公司在长
沙市岳麓区的加工基地，根据远大可
持续超高层建筑“空中城市”的需要，
量身定做建筑物组件的钢结构。

今年3月， 公司选址望城区铜官
循环经济工业园，新建再生铜、铝、不
锈钢、废塑料等深加工生产线，着手
打造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矿产加工
基地”。

把“捡破烂”做成大买卖
8月7日， 望城区星城镇腾飞村，

蓝天再生资源回收站“站长”唐先觉
正抡着锤子处理奶粉盒、易拉罐。 窄
小的店里， 从附近村镇收来的废纸、
废铁、废塑料、废电器分门别类，整整
齐齐。

“多年来的‘破烂王’，现在成了
再生资源回收员，终于干上正经营生
了。”唐先觉说。附近居民们都认识老
唐， 有什么破铜烂铁就喊他上门去
收，或者顺路带过来。

像这样挂着“蓝天”招牌的回收
站，“湘合作”在省会长沙就建了2000
多个，各回收站统一营业执照，统一
回收标准，统一回收价格。 除了实体
网点，公司还在虚拟网络上“开店”。
2010年11月，“湖南省再生资源网”建
立， 主要功能有招投标信息发布、网
点管理，以及“在线收废、网上交易”。

如今的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已不
再在脏、乱、臭的垃圾堆里翻捡，而是
日益体现出现代产业的水平。 在省会
长沙，“湘合作”拥有1个跨区域交易市
场，10个分拣中心，2000多个再生资源
回收网点，实现了“超市化”运营。

去年来，“湘合作” 布点永州，在
冷水滩区建立再生资源产业园。整个

产业园占地200亩， 总投资1.9亿元，
预计2013年完工后， 可安排800人就
业，年产值可达6.5亿元。 与此同时，
“湘合作” 在湘南同步建设集回收站
点、专业分拣中心、集散加工基地于
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

在湘西，“湘合作”已和张家界市
两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建设张
家界市再生资源集散市场和再生资
源回收体系。 此外，公司还正与益阳
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洽谈合
作。公司副总经理张宇称：“回收网络
越完善， 掌控废弃资源的能力越强，
就越能抢占先机。 ”

打造“千亿产业”需加大扶持
今年以来，在经济景气指数下行

的大趋势下，废纸、废钢铁的售价已
大幅度降价。 比如，去年1300元一吨
左右的废纸，现在早已跌破1000元。

虽然如此，“湘合作”的董事长周
国其依然充满信心： “把‘破铜烂铁’
变成‘城市矿产’，利润其实很薄，但
其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符合两
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政府扶持的力度
可望加大。 ”

一直以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都

是供销系统的主营业务之一。省供销
社理事会副主任李云才介绍，依照国
际通行的发展中国家废弃物可再利
用价值占GDP比重5%的测算方法 ，
“十二五” 末我省潜在可利用再生资
源产值可达1300亿元。

最近，省供销社组织省内部分再
生资源企业的负责人， 考察了江西、
安徽、湖北等周边省份对再生资源产
业的扶持。 借鉴外省的经验，李云才
认为， 我省再生资源打造 “千亿产
业”，首先要有鼓励型的税收政策。国
内许多地区对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
业都有减税扶持的措施。我省也应通
过税收优惠政策， 形成政策导向，以
缓解企业成本过高等问题。 同时，可
对使用原生材料的企业征收一定的
额外税， 促使企业少用原生材料，多
用再生材料， 也是对产业的间接扶
持。

在金融支持上，政府可引导各类
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 “城市矿产”
开发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 。 此
外，李云才还认为，在各级政府采购
中，应明确规定优先采购有再生成分
的产品，从而在全社会倡导使用再生
资源产品。

� � �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陈冠军）8月13日， 湘潭市集中
发布50个重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包括
15个基础设施类项目、11个重大片区
和特色街区及城市综合类项目、15个
园区类项目和9个产业类项目， 总投
资达1577.5亿元。这批重大项目“结团
招亲”， 是该市为推动开放型经济再
提速而出台的新举措。 副省长何报翔
出席项目发布会。

近年来，湘潭市以“推动大开放，
建设新湘潭 ”为主题 ，着力加快开放
型经济发展步伐， 先后与铁姆肯、中
冶京诚、中国建材等
10多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实现战略合作，
引进吉利汽车、韩国
三星、兴业太阳能等
10多家战略投资者。
3年内， 全市到位外
资、省外境内资金年
均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18.2%和25.2%；进出
口总额从14.3亿美元
增加到24.8亿美元 ，

年均增长31.7%，总量居全省第二，并
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8月10日，该市出台了《关于加快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若干意见》， 从提
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促进对外贸
易扩大、 优化口岸通关环境等6个方
面 ， 制订了28条切实可行的具体措
施。 同时，还出台了加快服务业发展、
支持旅游业发展、加快发展资本市场
和实行招商引资交办督办制度等一
系列规定和办法 ， 基本形成内外联
动 、区域协调 、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
济体系。

督察消防安全
保卫工作

重点包括8项工作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陈苹 唐玄璇）从9日开始，我
省公安机关抽调骨干力量组织7个督
察组赶赴14个市州，专项督察消防安
全保卫工作。

督察重点包括8项工作： 各地是
否开展消防安全保卫战专项督察考
评，是否组织开展公安派出所领导和
专兼职消防民警的消防业务培训；是
否全面推行多警联勤消防执法机制，
是否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公安派出所
是否按要求对辖区内的小单位、小场
所每月完成25%的排查工作量；各地
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重点单位消
防安全“户籍化”管理和“打非治违”
工作开展情况；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建设情况 ；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
中心运行情况；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
办及整改销案情况；市政消火栓专项
治理、消防培训开展情况等。

长沙警方清理
“人户分离”

4种情形市民请主动配合登记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唐玄璇）针对“人户分离”现
象急剧增多，长沙市公安机关近期将
集中开展“人户分离”清理登记工作。
这是记者近日从长沙市公安局了解
到的。

根据有关规定，我国公民的经常
居住地和常住户口登记地二者要一
致，否则被称之为“人户分离”。 近年
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
财、物的大流动，“人户分离”现象急
剧增多。 长沙市公安机关将根据“出
生必须登记、死亡必须注销、一人只
有一个户口、户口地址与实际居住地
一致”的基本原则，开展“人户分离”
清理登记工作。

民警提醒市民， 家庭中有以下4
种“人户分离”情形的，请主动配合公
安机关进行清理登记：有出生未落户
的婴儿， 应当凭出生医学证明随父或
随母申报出生登记； 有去世、 应征入
伍、 在国外定居等尚未注销户口的人
员， 应当及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注
销户口； 有户口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
的成员，应尽快按照规定凭相关证明，
将其户口迁移到实际居住地， 达到人
户一致；集体户口居民，在本市或市外
具有落户条件的， 需将户口迁移到居
住地， 其余户在人不在的请每半年提
供外地居住证或其他暂住证明。

� � �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王文钊 施泉江） 记者今天从省
委组织部获悉， 全省2012年选聘到村
任职高校毕业生预录人员名单正式出
炉，8月13日至17日将在湖南领导人才
网等网站进行公示。

据了解，2012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考试共吸引了2万余名大学生报
名，经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和

考察，3765名成绩优异者入围预录人员
名单 。 其中 ， 免笔试考生543名 ，占
14.4%，中共党员和预备党员2187名，占
58%；女性2325名，占61.7%；硕士研究生
247名 ， 占 6.5% ， 本科生 3123名 ，占
82.9%。 广大考生可登录湖南领导人才
网 （http://www.hnleader.gov.cn）、湖 南 省
毕业生就业网（http:/www.hunbys.com）查
询。 监督举报电话为：0731-82218363。

破铜烂铁变身“城市矿产”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50个重大项目“结团招亲”
湘潭市开放型经济再提速

� � � �从全省来看，潜在可利用再生资源产值超千亿元。看好这一前景，“湘合作”在省会长沙建立
2000多个再生资源回收网点、10个分拣中心和1个跨区域交易市场， 对人们丢掉的垃圾进行
回收、分拣、加工、销售———

� � � �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等待变成“城市矿产”。 通讯员 摄

3765人入围大学生村官预录名单

� � � �暑假期间，湖南商学院设计
艺术学院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
开展“三下乡”活动，深入到凤
凰、洪江、会同等地调研。 图为师
生在向民间艺人学习非物质文
化艺术的相关知识。 赵辰玮 摄

� � � �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何国庆）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提前批录取8
月12日结束。今天，省教育考试院公布
了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投档线 （查
询详情请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这一批次的录取正式开始。 今年的投
档线显示，高职专科院校招生遭遇“冰
火两重天”，少数高校门庭若市，但大
部分高校面临生源不足的尴尬局面。

高职专科批次在湘招生院校共
618所，计划招生140831人 ，招生院校
和招生人数居各批次之首。 仔细打量
今年的高职专科批投档线不难发现，
考生对专科这块 “大蛋糕 ”,并没有表
现出良好的“食欲”，普遍缺乏报考热
情，志愿严重不足。记者的统计显示，
文史类招生520多所院校，投档线划在
最低控制线205分的有255所， 占将近
50%。理工类中567所招生院校，投档
线与最低线重叠的则多达423所，超过
招生高校的7成。招生院校半数以上都
在为生源发愁，可以预见的是，第一次

投档后， 将会有为数不少的缺额等待
征集志愿。

我省院校投档线也呈现冷暖不均
的局面。文史类踩线高校46所，理工类
62所。 而本科院校的专科和一些有着
较好专业优势的高职院校都可以招到
一批本科分数的学生。 文史类和理工
类均过三本线的高校有湖南财政经济
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中医药大
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

据悉，高职专科批第一次投档录取
将于16日结束。预计17日晚省教育考试
院将公布招生学校的缺额情况。8月18
日考生在网上填报第一次征集志愿。

高职专科招生遭遇“冰火两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