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治理大气污染
出实招

未来4年内完成138个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中午，长沙市贺龙体育

馆外的芙蓉路主干道旁停着一辆奇特的检测车。随着一辆辆
汽车在检测车旁驶过，检测车安装的屏幕上瞬间就能显示出
驶过车辆的车牌号，及其尾气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
合物等污染物指标。 记者了解到,这台监测车上装着我省首
套机动车排气污染物遥感检测系统， 一天可以检测8000台
车辆的尾气是否合格,这是长沙市治理大气污染的众多措施
之一。

2010年来，针对群众日益关注的大气污染问题，长沙市
拿出实招针对机动车尾气、工业排放、建筑扬尘、燃煤烟尘、
餐饮油烟等大气污染源进行综合治理。 出台了《长沙市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并启动了机动车排气检测、机动车环
保标志核发工作，截至今年2月底累计对62.24万辆机动车进
行检测，发放环保标志18.2万张，淘汰、转出黄标车3.1万辆。
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企业污染排放治理，完成水泥、电力行
业脱硫脱硝工程11个， 全市5家新型干法水泥厂实现脱硝设
施全覆盖，2013年全市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较2010年分别削减11.76%、10.01%、20.91%、
3.16%。 推广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678台，减少碳排放约
2万吨， 去年全市二氧化硫年平均值由2005年的81微克/立
方米降至33微克/立方米， 低于国家60微克/立方米的标准。
开展绿色施工工地创建，去年创建绿色施工工地183家，先后
曝光67家扬尘控制差的建筑工地。 实行餐饮油烟污染整治，
关闭油烟污染严重餐饮单位800余家。

据了解，长沙市计划未来4年（2014-2017年）完成各类
大气污染治理项目138个，确保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明显提升。
下阶段将围绕出台《长沙市渣土管理条例》、推进公交都市示
范城市建设、加快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步伐、合理布局各类产
业园区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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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申福春）车行三湘路，绿色更宜人。 记
者今天从省林业厅获悉， 未来3年内，我
省重点推进“绿色通道”建设，在13万余
公里的通车道路沿线，营造“春有花、夏
有阴、秋有色、冬有绿”的景观效果。

公路、 铁路是人们出行的重要通
道， 也是一个地方生态形象的“窗口”。
从2014年起， 我省将用3年时间完成全
省已通车的134841公里公路、 铁路等通
道沿线的造林绿化达标任务。 具体为，
2014年对已通车的高速公路5084公里、
高速铁路1007公里、 国道3990公里、
省道36044公里进行绿化； 2015年对普

通铁路3139�公里、 县道31039公里进行
绿化； 2016年主要完成对54538公里乡
道的造林绿化。

日前，3年“绿色通道”的建设任务已
分解到各市（州），通道红线内的线路绿
化和沿线两旁第一层山脊或平地100米
范围内的造林绿化，已全部量化指标；各

地统一规划，适地适树、多树种搭配，营
造最佳生态景观。

省林业厅提出，创新机制，加快建设
“绿色通道”。 采取苗林一体化，将通道两
旁土地出租，由企业或大户种花卉苗木；
采取绿化认建认养、冠名绿化、捐资植绿
等形式，带动全民参与通道绿化；通道沿

线两旁林地使用权合理流转， 促进规模
经营、集约经营；把通道沿线符合生态公
益林条件的林地优先确定为生态公益
林，进行生态补偿。

据悉，从今年起，“绿色通道”建设已
被省政府纳入对各市州政府的“湘林杯”
林业建设目标管理考核。

本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柏槐

春风吹，地温升，又到了春耕大忙时
节。 18日，记者来到湘潭县农村，田间依
然静悄悄，农民悠闲不见忙。

在该县排头乡仓冲村的农邦农机专
业合作社， 理事彭水平正在请人安装谷
物烘干机。她笑着说：“春耕农忙，村里要
数她最忙。 但即使忙，也不用下田。 ”

农邦合作社承包了7000多亩水田，
拥有118台农机，其中收割机28台、旋耕
机34台、插秧机28台。 前日， 350亩秧田
翻耕，彭水平调度安排，所有旋耕机出动，
大半天工夫就忙完，机手领工钱走人。

“过去农忙，累得直不起腰；现在机
械作业，轻松种田。 ”彭水平说，以前种
7000亩田，想都不敢想。 但现在，机耕、
机插、机收，都是一周左右搞完。

机械化种田， 需要农机部门精准服
务。 连日来，湘潭县农机局的3名科技特
派员蹲点农邦合作社， 对所有机具过细

检查， 进行维修和调试， 保证关键时刻
“铁牛”不停歇。

农机来帮忙，农忙时节人不忙。省农
机局副局长黄育忠告诉记者， 中央购机
补贴惠农政策，激发了农民购机的热情。
近几年，全省农机一直保持20%的增速，
总量已突破800万台。农民种田“三弯腰”

的问题， 已通过机械化作业基本得到解
决。

以问题为导向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全省法制办主任法规处长
会议召开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尹
华林）18日上午， 全省政府法制办主任法规处长
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要以问题为导向，以
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中心，采取进一步推进全
省依法行政工作的措施，不断提升全省各级政府
和部门的法制化水平。

2013年是我省打造法治政府建设“湖南样
本”升级版的第一年，全省共举行重大行政决策
听证会310余次，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3710件，立
案3241件，全省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取
得了新的成效。

会议要求， 要以12345社会求助平台的规
范化建设为重点， 解决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
的问题。 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要督促和指导相关
部门研究涉及改革的诸如土地确权登记、 农村
土地流转、 土地征收拆迁、 政府合同等重要问
题， 逐步进行制度规范。 要结合第二批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对已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的
单位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和整改。 要加强对食品
药品、 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 劳动保障等重点
领域基层执法的指导、 监督， 查处、 通报违反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典型案例， 探索在网上公
开行政复议决定书。 要分类开展依法行政考核
工作， 进一步提升政府立法质量和水平， 扩大
立法项目征集面， 跟踪研究立法效果。

全省14个市州政府法制办主任、72家省直和
中央在湘单位法制机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还
通报了2013年全省依法行政考核情况，娄底市、
怀化市、省人社厅、省审计厅、省国税局等5家单
位作了典型发言。

种子经销商应获扶持
袁隆平会见吕家进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雨）今天下午，
袁隆平院士在长沙会见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一
行。

袁隆平说，中国13亿多人口，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在许
多地方农技推广站消失不见的情况下， 种子经销商发挥了
推广良种、良法的重要作用，应该获得扶持，希望邮政储蓄
银行在这方面多想办法、推出有力措施。 袁隆平还介绍了他
带领的团队正在进行攻关的“百千万”工程：水稻百亩片平
均亩产1000公斤，千亩片平均亩产900公斤，万亩片平均亩
产800公斤。

吕家进向袁隆平介绍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基本情
况：致力于发展小额信贷，服务“三农”，目前已成为国内直
接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最多的银行。 吕家进表示，将针对隆
平高科旗下的种子经销大户，设计专门的金融产品，助其更
好发展；同时，在国家鼓励农村土地流转的背景下，进一步
加大对湖南的专业合作社、农场的金融扶持力度。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倪卫民 胡富君）记者今日从
长沙市地方海事局获悉，即日起至9
月30日， 海事部门将对湘江长沙段
进行为期半年的交通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 目前已出动26艘海巡艇，
80多名执法人员参与巡航。

此次整治行动巡航范围为昭山
至望城区乔口与湘阴县铁角嘴交界
处。 主要任务是对水上交通安全监
管执法不严 、执法不公，存在的安
全生产隐患等突出问题进行查处和
整治。

据长沙市地方海事局局长易田

宏介绍， 行动期间还将对水上客渡
船、运砂船签单发航进行整治，坚决
防范水上交通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
同时，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生产“打非
治违”专项整治，着重解决运砂船超
载、船舶非法改装、非运输船舶非法
载客等突出问题。

省作协七届四次理事会在长召开

两项文学奖“名花有主”
本报3月20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 省作

协七届四次理事会在长沙召开。 会上， 对荣获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家邓湘子 （获
奖作品 《像风一样奔跑》）、 牧玲 （获奖作品
《影子行动》） 给予了奖励;颁发了第5届毛泽东
文学奖和第28届 （2012年度） 湖南省青年文学
奖。 获得第5届毛泽东文学奖的作家有姜贻斌
（长篇小说 《火鲤鱼》）、 潘绍东 （短篇小说 《歌
郎》）、 郑小驴 （短篇小说 《少儿不宜》）、 刘舰
平 （诗集 《我和影子》）、 薛媛媛 （报告文学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 和卓今 （文学理论专
著 《残雪研究》）。 纪红建、 谈雅丽荣获第28届
（2012年度） 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中国作协副
主席谭谈出席并颁奖。

大会总结了2013年省作协的工作， 并提出
了2014年的工作要点。 除了继续抓好“文学湘
军折桂工程”， 办好“文学名家讲堂” 等系列文
学活动外， 今年省作协将精心组织开展以“中
国梦” 为主题的文学创作活动， 组织一批有实
力的作家深入全省科学发展第一线进行采访和
创作， 力争创作一批高品质、 反映湖南发展新
成就的文学作品； 同时， 省作协也将联合自治
州委、 省委外宣办组织好“中国梦·文学梦·湖
南故事” 之“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 文学采风
活动， 邀请省内外的知名作家， 用文学的形式
展示我省湘西扶贫大开发战略的新成就。

致歉 ： 3月20日本报封面版报头日期
“2013年3月20日” 应为“2014年3月20日”，
特此更正， 并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谨向广大读
者致歉！ 本报编辑部

一线快递

春分到了
本报3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在骄阳与

暴雨的交替中，春分到了。 21日春分，天气预报称，春分日全
省多云间晴，22日晚省内将再迎新一轮降水过程。天气多变，
提醒大家及时添加衣物。

俗语云“春天孩儿面，一日三变脸”。 春天之所以变化多
端，主要还是冷暖空气这个时候势力都比较强，互不相让，天
气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春天的多变是要被原谅的。 21日就是
春分节气了，这天太阳直射点在赤道上，日夜等长，之后太阳
直射点逐渐北移，北半球白天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此时
节，气温回升快，莺飞草长，油菜花开，春意渐浓。 不过，冷空
气还是时常南下，乍暖还寒，谨慎减衣。

天气预报称21日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可以开窗通风、
也有利于晾晒衣服。 不过，22日晚省内将再迎新一轮降水过
程。

乍暖还寒慎减衣

“绿色通道”成美景
3年内全省13万余公里通道栽花铺绿

800万台农机带来新变化———

农忙时节人不忙

湘江长沙段开展交通安全整治

严查运砂船超载、非法载客等问题

（上接1版①）
陈求发强调， 要切实加强对污

染治理工作的领导， 建立完善相关
领导机构及工作机制， 落实好工作
责任， 强化相关考核， 发挥领导机
构顶层设计、 统筹协调等作用， 解
决好工作中出现的“九龙治水” 等

问题； 要分清污染治理工作中的主
次矛盾， 集中资金、 精力， 对产生
污染的重点地区、 行业、 单位等主
要矛盾加以突破， 分步骤兼顾好次
要矛盾， 避免出现“眉毛胡子一把
抓” 等情况； 要积极探索区域联动、
部门联动等污染治理机制， 科学设

计、 论证好整体性治理方案， 排出
治污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 分期分
批将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抓出
成效。 省政协将继续加大重点提案
调研、 民主监督等履职力度， 在全
省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

（紧接1版②） 2013年， 该市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完成398.29亿元， 比
上年增长17.5%； 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达到2.5%， 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52.4%， 这两项指标分列全省第一
和第二。

会上， 湘潭大学校长黄云清表
示， 湘大将充分依托自身的学科特

色与优势， 为推进科技创新战略、
服务湘潭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
献。 胡伟林表示， 市人民政府将积
极推动湘潭市产学研合作， 完善激
励政策， 营造良好环境， 搭建合作
平台， 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 还
将建立更为灵活高效的长效机制，
增强政府、 高校、 企业之间的凝聚
力， 使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产生更

为显著的成果。
据了解， 该市对矿山装备制造、

食品安全等科技重大专项，均实行专
家与企业对口联系制度。同时，不定
期组织“专家小分队”活动，针对企业
在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
行现场会诊，对症下药，使一大批合
作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推进了产业升
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上接1版③）
进一步建章立制， 在推动两型

社会建设稳进上求 “实 ”。要通过建
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并严格执行释
放建设 “两型 ”的强大动力 ；严格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完善资
源环境经济政策； 要以两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为引领， 加大国有
企业改革、国资监管体制改革、财税
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力度； 要把资源
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建立体现生态
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
惩机制。

进一步全面发动， 在提升两型
社会建设参与度上求 “广 ”。 两型
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只有全
面发动， 人人重视和参与， 才能高
效推进。 这就需要进一步宣传， 让

生态文明的理念在广大干部群众中
入心入脑， 让生态文明成为每个人
自觉自愿的生活方式， 从而在全省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
式。

“ 挥毫当得江山助 ，不到潇湘
岂有诗 。”坚持 “两型 ”引领 ，扎实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 中国梦
的湖南篇章必将更加美丽恢宏。

3月18日， 长沙市风帆广场， 志愿者在义卖献爱心。 当天是 “国际社工日”， 长沙市40多家公益性社工机构的300
多名社工开展义卖活动， 庆祝自己的节日。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