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邓桂军 周仁） 今天是伟大
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公殉职50周
年纪念日。今天下午，纪念雷锋同志
因公殉职50周年座谈会暨 《雷锋家
乡学雷锋五十年大事记》 首发式在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纪念馆举行。

望城是雷锋的家乡，为全面记
述雷锋家乡学雷锋的过程，望城区
编辑出版了《雷锋家乡学雷锋五十

年大事记》一书，并在雷锋同志因
公殉职纪念日举行座谈会，共同探
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学雷
锋活动时代化、常态化、大众化。与

会代表纷纷表示，作为雷锋家乡雷
锋精神的传承者， 更应该知责思
为，多为弘扬雷锋精神作出自己的
贡献，让雷锋家乡成为全国道德建

设的高地， 增强雷锋精神的凝聚
力，提升雷锋精神的传承力，努力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断提高
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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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走进两型社会试验区 ●快报

●快报 两型交通铺就绿色出行路
� � � �●长株潭将实现交通一卡通；长沙机场综合枢纽、高铁综合枢纽将实现
“零换乘、无缝对接”

●长株潭投入运营新能源公交车1816台，株洲市城区公交100%电动化
●“十二五”末，基本建成7273公里的高速公路骨架网，100%的县市区

30分钟上高速公路

●见闻

绿地公馆“绿意”浓

机制创新催生两型产业
� � � �●高技术产业上半年增长21%，高出规模工业增速
5.6个百分点

●食品、医药等民生产业，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幅均在22%以上

●工业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在中部地区居第一

●论语

“两型”建设
任重道远

本报8月 15日讯 （记者 曹娴
唐爱平 通讯员 刘玉晖 李喜平）只
需手持一张卡，就能在长沙、株洲、
湘潭3市间的公交车、出租车、地铁
上通用，享受一卡通服务。这样的场
景可能在一两年后就会出现在长株
潭市民生活中。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 副厅
长詹新华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 长株潭综合交通一体化实施方
案正在编制中，包括公交一体化、智
能交通体系建设、 客运衔接等。 其
中， 长株潭城市群将率先实现交通
一卡通，长沙机场综合枢纽、高铁综

合枢纽将打造成集公铁空运 “零换
乘、无缝对接”枢纽。

近年来，随着芙蓉大道、红易大
道等陆续建成， 长株潭半小时经济
圈初步形成 ，3市之间往来日益频
繁。 为使3市要素流动成本最小化，
长株潭“同城”交通步伐越来越快。
根据相关规划，一个有环、有网的立
体化、 节约型大交通系统———高速
公路环和“七纵七横”城际快速路网
正在布局。

今年6月， 长株潭城际铁路开工
建设， 这让长株潭市民多了一份期
待，“以后到长沙就不用开车了，既环

保，又快捷。 ”湘钢宣传部冯先生说。
据获悉，长沙—益阳—常德线、

长沙—浏阳线， 目前正在进行设计
和论证。 “3+5”城市群，将铺开30分
钟、60分钟、90分钟的轨道交通通勤
圈。

全省两型交通版图上， 除纵横
交错的公路，还有便捷实惠的水运。
“十一五”以来全省共完成水运建设
投资54.64亿元， 建成了岳阳松阳湖
港区一期、 长沙霞凝港二期等重大
工程。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湘江株洲
至城陵矶2000吨级航道等一批重大
项目已开工建设。去年底，水路货运

量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比重达到
10.5%，运量大 、运距长 、运价低 、节
能环保的优势得到体现。

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打造智慧交
通， 已成为提高通行能力和运输效
率的重要途径。 据介绍，“十二五 ”
末， 我省将初步建成智能化交通运
输系统，60%以上的高速公路应用不
停车收费系统。

为践行低碳出行，目前，长株潭
已投入运营1816台新能源公交车 。
株洲市城区公交100%电动化。 这些
电动公交表现出令人欣喜的环保 、
节油效果：运营两年，节约燃油成本
近500万元， 减排二氧化碳6000吨、
一氧化碳35吨；与2008年比较，公交
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总体下降达30%。

詹新华介绍，到“十二五”末，我
省将基本建成7273公里的高速公路
骨架网、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的国
省干线公路网和20万公里的农村公
路通达畅通网； 省境内现有国家高
速公路全部建成通车 ，100%的县
（市、区）在30分钟内上高速公路。

段必杨 李喜平

位于长沙市芙蓉南路的绿地公馆
小区，由多栋10层左右的楼房组成。 小
区入口，喷泉舞动，花木掩映，作为全省
首批“二星绿色建筑”，绿地公馆可谓名
符其实。

绿地公馆投资商———湖南绿地天
成置业公司设计部经理余欣告诉我们，
绿地公馆是一个真正的绿色小区，最鲜
明的特色就是节能环保。 他带着我们登
上一栋正在装修的大楼楼顶，指着楼顶
一排排设备介绍：“这是接收太阳能的
集热器与系统循环装置，大楼采用集中
集热、分户贮热、辅热式的热水系统。 面
积达2578平方米的太阳能集热器接收
能量，通过特定循环方式，将热能输送
至每户独立配置的贮热水箱，用来加热
生活用水；如光照不足，用户可以启用
贮热水箱内置的电辅助加热装置热水，
最大化地利用了太阳能。 ”

谈起小区节能环保效果，绿地天成
置业公司策划主管杨佩贤如数家珍 ：
“我们采用了大量的生态节能技术 ，集
中式太阳能热水工程，年产热水80981.5

吨，节电为462.1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
碳量 3832.94吨 ，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1455.01吨。 ”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 ，是我们小区
节能环保的又一亮点”， 穿行在绿化带
间的小路，余欣乐呵呵地说。

绿地公馆小区地下层可是别有洞
天，布置着雨水收集池和污水处理设备。
小区绿地通过渗透管与雨水收集池相
连，屋顶雨水经管道流入收集池，收集池
中的雨水经过净化处理后， 供整个小区
景观、绿化和道路使用，仅此，每年就可
节水8571立方米，节约水费约1.9万元。绿
化灌溉采用自动喷灌的节水灌溉方式，
分为20个轮灌区，结合雨水传感器作业，
用水只有传统灌溉方式的一半。

绿地公馆小区在选择绿化物种时也
颇费心思， 选用适合湖南气候和土壤条
件的植物，并栽种多种乔、灌木，构成多
层次植物群落，平均每100平方米绿地栽
种乔木6株，人均公共绿地达2平方米。

小区的建筑材料多采用实用节能
产品。 分户墙为加气混凝土砖块砌成，
外窗采用9毫米中空层隔热玻璃窗。 小
区可循环材料占建材总量的10.81%。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唐爱平 曹
娴 通讯员 刘玉晖）电子信息产业在迈
上千亿台阶后，今年又继续发力 ，上半
年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5.4%，增速居全国第五位，成为我省多
点支撑产业发展格局中一个重要支点。

省经信委副主任刘平凡今天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打造两型产业为
目标，我省创新产业准入机制 、产业提
升机制、产业退出机制，全省工业转型
升级步伐加快，新兴产业快速壮大。

产业准入制度初步建立。 一系列产
业准入法规和标准体系相继出台，已制
定机制纸浆、日用陶瓷、工业陶瓷、水泥
熟料、电解金属锰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
16项行业和产品能耗地方标准，今年还
将发布第一批43个产品能耗控制指标，
涉及7大行业和103个指标。 对用能在1
万吨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进行监测管
理。

产业提升机制逐步完善。 开展两型
企业示范创建 ， 加大节能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工业燃煤锅(窑)炉、电机系统节
能、工业余热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等重
点节能工程，推进工业企业清洁生产。

产业淘汰力度加大。 按照国家发布
的22个产品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以及
我省发布的16个产品地方强制性能耗
限额标准， 对超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
(产品)，实行超能耗限额电价加价政策。
2010年以来 ，分别对冶金 、有色 、建材 、

化工、轻工5个重点用能行业的512家企
业进行了监督检查，共查处了74家企业
能耗超标，对这些企业实行了惩罚性电
价。 同时，对达不到有关标准的工业企
业，在项目资金、税收优惠、生产要素物
价等方面实行处罚性政策；对改造无望
或经改造仍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予以淘
汰。 关停一批“两高 ”行业和 “五小”企
业，为两型产业发展腾出空间。 近几年，
洞庭湖区关闭234家小造纸企业， 湘江
流域关停污染企业1017家，重金属削减
达50%， 一批园区和企业的国家级及省
级循环经济试点加快推进 ，株冶 、泰格
林纸、 湘钢3家企业成为国家 “两型企
业”创建试点企业。

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逐步
告别“傻、大、黑、粗”，向“高、精、尖、特”
华丽转身，工业发展质量 、创新能力在
中部地区居第一。 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壮
大，2011年，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
增加值2103.39亿元，同比增长31.1%；今
年上半年，食品、医药等民生产业以及
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幅
均在22%以上。高新技术产业长足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综合性高技术
产业基地，吸引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落
户，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规模工
业比重达到33%， 占全省GDP的比重达
到13.8%。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
值增长21%，高出规模工业增速5.6个百
分点。

唐爱平

湖南污水处理3年行动计划实施3年
来， 我省基本实现了县以上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城市污水处理率比
“十一五”末提高了47.6个百分点。 这是
一个足以让人振奋的消息。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由于目前
存在管网不配套等原因， 这些污水处理
设施还没有满负荷运行， 并没有充分施
展拳脚， 致使一部分污水仍然没有得到
有效处理。

作为后发地区，发展仍是硬道理。但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环
境增量压力也在不断加大，有资料表明，
从2006年到2011年， 我省GDP从6500亿
元增加到1.9万多亿元，但同时也增加了
近3倍的环境压力。

在省发改委、省环保厅采访，两个单
位的新闻发言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谈到一
个观点，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虽已取得辉
煌的成就， 但两型社会建设任务仍然很
重，压力很大，路还很长。

纪念雷锋同志因公殉职50周年座谈会举行
《雷锋家乡学雷锋五十年大事记》首发

长沙市望城区湘江大道采用风光互补路灯，利用风力和太阳光能为路灯供电，节能环保。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