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镇污水处理“长沙模式”走向全国

长沙县在湖南率先实现
集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债权期满6个月
债主起诉担保人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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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5

!"#$ !"#$"% &'()%!"#$"*+ ,-./"
&'()*+,-./0123456 78
0(1 9:;<=>?@AB5CD> 234 E
FGHIJ 5461KLMNOPQRS

!"#$!!"#$%&'(

:;<=>TU1VW<=>XYZ[
\]^_ X̀ab]cBd$efgh1#$
&'()Gijklmnopqrstuvw]`
-.Xxx] 1yz{|GX}~{|]&'()
�qr�1���iG����?@4���
�I�G:;<=>��X���0��]G�

QF�q��e�����1��G ��#
$ &'() ��� ¡¢£b¤¥¦G§¨�©
ª«¬£©®«b®1#�¯efG�/0
°±£ ;#£ 0²`³´µ¶·M¸#�t
nGg¹º»¼§1X$½¾ 789¿�

À� &'() Á?+Â8ÃÄG �¹ÅÆ
Ç· 789 ÈÉÊË1Ì2`ÍÎG:;<=
>� 2(0: 9ÏÐ¹#$ &'() TUu4; Ï
ÑÒÓÔ¿ÕÖ×ØG¨�ÙQÚÛÜÝ+8
4; Ó91Òl3É£ÒÞßÔ,Ì2� 4à
áâ6ãä;#6�åæçèébê1Wë6
ìíîïð6 ¨�Ùñ &'() ò,QóôÛ
õÜ *:::<;=== ö÷ø� DùæçúûüW

Q1WëýWþÿG :;<=>!¹ðTU
"lQ#$%&×ØG #$'(�)1
&'() ÛôÜ ;::: ö*+%&,

)*+,!-./01234

�-8� &>&& �}.Q/0(Á·
1231&'()G2 94567G�ç$8
|69�:,;<%+<=>Qó1?@ÁK
��;< 03)?% 5!> '(óG +< 03)?%
5,> ³´ó`ABQó9 ChðDE#Fç
GHGIJ4KlbL1MNáâGOP�Q
$K1;< 03)?% 5!> '(óRS¦ð1T
çUHV ChðWíX+<&'()1�)
b¤IJD=bLíçYWG $K1+<
03)?% 5,> ³´óZ[\ð]^_¬Ã49

`���=>1Qóab¬G &'()
!Dµ±`E#e��tnc #�ded$
úf1 !@A% &BCCD&> <=>ghijG
$ijýkît�lmµGK�� EE no%
F!43) pqGrsµ±#�tnG��?@Á
!$K�b®tQ@uß% b®�÷vuß
wxµfy^G��zW%{W%°±9�E#
��G+<³´µ0E�|}G;<~�ó0
E GHA ������·}G ��;#§WG
#iQó$K�â���Q��îï�±G
WQ������9

$8|6�ç��tnG2(0: 9ÏÐG

�Gð«����|��ã��GÚ��Xv
w]I,��V�GðÙQÚÛ���Q *!
:�& ¡¢£�É¤VChð¥Ùñ+<Q
1¦µWë�Û��ú8§è¨V ¨�Ùñ
!ç+8 4; Ó91Òl3É%ÒÞßÔ,Ì
2Vå$Q1WëýW©�G:;<=>"l
Q#$�ÛôÜ *::: ö*+%&9

çª©iuG«þ<=>Xab]cB`
XYZ[\] ^_?@¬Ý�1ý®�G
&'()%&'()*DXabÑ¯]úm[R
5C°±ý²$9:;<=>³´Rð1
UH1�µ¯G¹ð]^�¶�z1/0`
·¸,

!"#$%&'()*+,-

!"#$" !"#$

!"#$" %&'( %&

'( !"#$" %&') #$

56789:;<=>?@ABCD
EFGHI"

JBCDEFGHI"
IJJKLMMNNN3OI"PQ"P(R"#$"3OSR3OPM

! ! ! !ABCDEKLMNOHP"
IJJKLMMOI"PQ"PR"#$"3JR"//3OSRM

! ! ! !JQCDE#RCS$FH"
IJJKLMMNNN3TUR"#U3OSR3OPM

! ! ! !%&'(&) *+,-& TU+VFGHI"
IJJKLMM"-./"3OI"PQ"P(R"#$"3OSR3OP

! ! ! !%&'(& !"./ FGHI"
IJJKLMMO-()3OI"PQ"P(R"#$"3OSR3OP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陈永刚
实习生 郑璇）一个预处理池，几个生
物转盘，外加一个过滤系统，就完成
了一个小镇的生活污水处理。记者今
天从上市公司桑德集团了解到，这种
享誉业内的集镇污水处理“长沙模
式”，在长沙县首次实施后，目前已在
贵州、湖北、广西、山东、江苏等多省
推广，覆盖全国300多个乡镇。

2011年开始，长沙县与桑德集团
合作，在国内尚无现成模式可供借鉴
的情况下，采用BOT(建设、运营、移
交)等模式打捆建设全县的乡镇污水

处理厂。如今，长沙县已建成18家乡
镇污水处理厂，在我省率先实现中心
集镇污水处理全覆盖。

乡镇污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其中
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含量较低， 氮、磷
等含量较高；针对其特点，桑德集团
把“SMART小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用
于长沙县16个新建项目中。这个系统
包含预处理池、生物转盘和过滤系统
等，其核心为生物转盘。生物转盘里，
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十块生物材料
膜片，上面的微生物以氮、磷、COD等
为食物， 污水缓缓地流经膜片， 氮、

磷、COD等被分解为氧、氢和清水。不
久前，省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组现场取样，检测到进口处的
污水COD含量达到150毫克/升，处理
后只有30毫克/升左右， 出水水质达
到一级A水标准。

黄花镇污水处理厂是全县18座
乡镇污水处理的中心厂，也是所有乡
镇污水处理厂的综合控制中心。记者
在该厂中控室看到，这里通过远程数
据与视频监控系统，可以对其他17个
乡镇污水处理厂的设施运行、 处理
量、进水与出水水质等一系列情况进

行监管，一旦出现异常，系统会及时
报警，提醒工作人员进行处理。这里
的在线监控系统还与县环保局、省环
保厅联网，成为国控重点单位。

“目前，18座污水处理厂总的污
水处理量达到日均2万吨， 过去集镇
里到处是臭水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 长沙县农村环境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负责人伍宇雄介绍，这套处理系
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模块化运行，今
后随着城镇的发展、 污水处理量增
加，只需增加几组生物转盘和过滤系
统，就能满足新的需求。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 � � �名片：
� � � � 夏星星，1982年出生，湖南宁乡
人。从18岁起，夏星星从公务员到工
人、到电气设计师 、到销售冠军 、再
到美景创意董事长，身份数度变换，
用15年时间完成了人生巨大跨越。
� � � �故事：
� � � � 9月12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夏星
星，他戴着框架眼镜，一副斯斯文文
的样子。一整个上午，大家坐在他设
计感十足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

“天道酬勤。”听完他的故事，这
是记者对他最深的印象。

15年前， 从宁乡山里走出来的
夏星星，搭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在
宁乡县水利局朝九晚五的生活虽然
体面， 却束缚不住这位年轻人一颗
不安分的心。3个月后， 他办理了停
薪留职，应聘到一家电器厂，成为了
一名普通工人， 月收入才410元，比
之前还要低200多元。“那时候我的
梦想是成为一名电气设计师。”一年
后，他得偿所愿，成为月收入3000多
元的电气工程师。在2003年，这绝对
算得上高薪一族。

正春风得意之时， 夏星星曾经
的校长向他发出了邀请， 说他性格
外向，能吃苦，有优秀销售人才的潜
质。

2003年5月，夏星星正式成为初
创的美景创意的一名普通销售人

员， 开始从事房地产楼盘模型推销
业务，底薪500元。

成为销售员的第一天， 夏星星
就在宿舍里贴了一张长沙地图，每
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划定当日
的路线图。

炎炎烈日下， 夏星星骑着一辆
二手自行车， 转遍了长沙的大街小
巷， 至今他仍被亲友们称为“活地
图”。

“每天都在不停地找‘坑’。现在
想找什么地方在建什么样的楼盘，
在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那时候可不
行，得到处去找工地。”夏星星回忆
道。每天回家都是满身灰尘，腰酸腿
疼，衣服上经常是厚厚一层盐碱。

“第一笔订单生意，是我光着膀
子找来的。”夏星星开玩笑道。他至
今清楚地记得，进入公司20多天了，
都还没开张，他心里很急，越发的早
出晚归。那天，他踩了几个小时单车
来到一家售楼部前，天气太热，浑身
湿透了，他脱下了上衣想凉快凉快。
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 走过来提醒
他注意形象。他不好意思，拧了拧手
中的衣服，汗水淌了一地，马上就把
衣服套上了。

中年人随后从工作人员口中
得知这个晒得黝黑的小伙，就是最
近天天跑工地的模型推销员，他再
次打量了下夏星星，说了声“小伙
子不错。” 这个中年人就是楼盘的
开发商，夏星星用自己的汗水换来
了第一单生意。勤恳务实，让他不
到一年就成为了销售冠军，一直到
走上管理岗位前，他一直保持着这
项殊荣。

单车变成电摩，电摩变成轿车。
从早上7时一直到晚上9时， 夏星星
的作息从来没有变过。几年下来，他
跑遍了湖南14个市州，100多个区
县。

2012年， 夏星星创办了美景创
意标识标牌有限公司， 目前在标识
标牌领域，在湖南已是执牛耳者。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高喜朝

【判决结果】
近日，湘潭县人民法院依

法驳回胡某在债权期满6个月
后才起诉要求保证人钟某承
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案件回放】
2013年5月5日，陈某向胡

某借款3万元， 出具了借条，约
定按月付息，借款期限至2014
年2月5日止，到期偿还本金。钟
某为上述借款进行担保， 并在
借条的担保人一栏签字。 借款
后，陈某按约支付利息至2014
年2月5日。借款到期后，陈某未
偿还胡某借款， 胡某遂将陈某
及担保人钟某诉至法院， 但此
时已超过借款期限6个月。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李晓红法官

说， 陈某向胡某借款3万元有
借条为证，双方之间的民间借
贷法律关系成立，陈某应当偿
还原告胡某的借款。根据我国
《担保法》 第19条、26条规定，
未约定保证责任的，依法应视
为连带责任保证；按照法律规
定未约定担保期限的，债权人
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6个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本案中，钟某的担保
责任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为6个月， 但胡某未在规定
的期限内要求钟某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其保证责任依法
应当予以免除。遂判决陈某偿
还胡某借款及利息；驳回胡某
对钟某的诉讼请求。

【温馨提示】
当事人应加强法律意识，按

照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有关
权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马永忠 刘飞）12日，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在邵阳县黄荆乡青山村举行“儿童快乐家
园”落成仪式，该县8个“儿童快乐家园” 当
天全部正式启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
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副理事长陈秀榕出席落成揭牌仪式。
此次捐建的8个“儿童快乐家园”，由

恒大集团出资100万元建成。 揭牌仪式现
场， 腾讯公益还带来了爱心网友捐献的
40.16万元资金， 用于为孩子们提供学杂
费及生活费。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第一笔订单，
是我光着膀子找来的”

以案说法
主持人：何淼玲
邮箱：1057831086@qq.com

9月12日，泸溪县举行2015年第五批新兵欢送仪式，进行新兵入伍动员。同时，该县
对进疆的15名新兵每人发放了奖金10000元。 向晓玲 臧观伟 摄影报道

中国儿基会邵阳捐建“儿童快乐家园”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