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发改委投资项目公开专栏

各相关市州发改委：
《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际边界口子

镇”发展专项实施方案》已经委务会审议通过，
现予印发。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工作，
争取尽快下达投资计划，推动专项尽早实施。

联系人：李麦收
联系电话：0731-89991526
邮 箱：hnfgwdqc@163.com
附 件：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

际边界口子镇”发展专项实施方案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1月23日

附件：
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省际边界

口子镇“发展专项实施方案

为推进实施《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2020年）》，激发省际边界地区发展活
力， 加快构建新型城镇体系，2017年省预算
内设立“省际边界口子镇”发展专项，总投资
8000万元。为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充分发
挥省预算内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照《省预
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办法》要求，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支持重点及方向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要求，2017年发

展专项围绕“特色通道、特色市场、特色产业、
特色城镇”来开展，重点支持城镇基础设施、
边贸农贸市场、 特色产业平台等重大工程建
设。

1、城镇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支持出省通
道、 集镇主干道建设以及水电路气等生产生

活配套设施改造。
2、边贸农贸市场工程。重点支持边贸批

发市场、特色产品市场、省际边界物流集散中
心等项目建设。

3、特色产业平台工程。重点支持特色产
业园区、产业基地、旅游景区等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

二、安排原则及方式
1、权责下沉。本年拟支持20个左右口子

镇建设， 各市州发改委应组织乡镇编制实施
方案，并结合申报条件进行项目筛选，确定项
目重要性和优先序。

2、 突出重点。 原则上一个省际边界县
（市、区）支持一个口子镇建设，一个镇支持一
个建设项目。专项资金采取补助形式，充分撬
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3、优势优先。对前期工作完备，纳入湘赣、
湘粤、湘黔等重大区域规划，有一定示范带动作
用的口子镇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4、综合平衡。本年度专项资金原则上支持
有国省交通要道、与外省集镇镇区相邻，且边界
线较长的口子镇。 上年度已支持的城镇原则上
不重复安排。

三、申报条件及要求
1、申报条件：
（1）项目符合专项支持的重点和方向，且纳

入全省口子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清单及国
家重大项目库三年滚动计划， 并从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获取项目代码和办理相关手续；（2）项目
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预期， 通过项目的
实施能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项目单位具有
较好的组织实施条件，有一定的自筹资金能力；
（3）单个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所申报
项目未获得过国家或省级政府性资金支持，且
项目业主近3年无不良社会影响；（4） 主要选取
2016年以来开工、主要在2017年形成实物工作
量的项目，以及在2017年一季度以前可新开工
建设的项目；（5）地方配套资金落实到位。

2、材料要求：
申请投资补助的需向省发改委报送项目资

金申请报告，内容应包括：（1）市州发改委（省直
管县发改局）申请文件；（2）口子镇建设实施方
案；（3）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实施期
限，项目总投资及构成（有银行贷款的项目要提
供相关证明文件）；（4）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到位情况， 需提供与金融机构签订的
合作意或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落实情况证明；（5）
在建项目建设进展和投资完成情况， 需提供施
工许可证等文件复印件。 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
进展情况，需提供可研批复（核准、备案）等文件
复印件，备案项目需提供规划、用地、环评等文
件复印件；（6）其他相关材料。

3、时间要求：自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至
2016年12月7日前向省发改委提出申报。

四、安排程序及监管
项目资金安排严格实省发改委项目资金

申报及安排管理有关规定，坚持先公开公示，
后申报安排，实现申报公开、过程公开、结果
公开。项目资金下达后，项目单位应按申报内
容及规模认真实施， 接受我委检查稽察及财
政、审计监督，按要求每季度向我委报告项目
建设进展。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单位应及时
做好验收准备工作， 并向省发改委提出项目
验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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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省预算内

“产业链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7年省预算内基建投资

“省际边界口子镇”发展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发改委、省直管试点县市发改委（局），
有关企业：

为落实《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规划（2016-2020年）》（湘
发改工〔2016〕700号，以下简称《规划》），根
据 《省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办法》、
《2017年省预算内“产业链创新专项”实施方
案》等有关规定，现就组织2017年省预算内
“产业链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支持重点
符合《规划》中的发展方向，重点支持有

色、钢铁、石化、建材、汽车、食品等六大传统
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新材料、节能环保、住宅产业化等六大
新兴产业中基础条件好、技术水平高、近期能
够实施的为产业链创新提供支撑的关键共性
技术平台和工艺专业化平台项目。

二、支持方式
以投资补助的方式， 对每个项目予以

100万元左右的补助。

三、项目要求
1、项目必须符合《规划》所明确的支持重

点及方向，基础条件好，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具有公共服务特征， 对产业链创新具有一定
引领、支撑和服务作用的平台建设项目，如技
术研发、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中试试验、新技
术新工艺实验车间或生产线等关键共性技术
平台，以及模具制造、热处理、锻造、铸造等工
艺专业化平台。

2、完成项目前期工作，项目资金基本落
实，已开工建设（未竣工）或者2017年上半年
可以开工建设的项目；

3、项目投资原则上不低于500万元；
4、 项目必须进入省发改委有关项目库，

不得重复申报、多头申报。
四、程序要求
1、申报程序。市州（含县、市、区）企业的

项目， 由市州发改委初审后汇总报省发改委
（长沙、株洲、湘潭限报6个，岳阳、郴州、怀化
限报5个，其他市州限报4个）。省直管试点县
（市）企业的项目，由所在县（市）发改部门初

审后报省发改委（限报1个），同时抄报所在市
州发改委。 中央在湘和省属企业项目可向省
发改委直接申报， 也可以由属地发改委统筹
申报。申报单位对项目的真实性负责。

2、审核程序。省发改委对项目申报材料
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意
见和年度资金预算规模， 研究确定资金支持
方案，并按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程

序下达项目资金。
五、材料要求
1、市州（含省直管试点县）发改部门或直接

申报企业的申请报告（含申报项目汇总表，表格
格式见附件）及申报项目真实性承诺；

2、项目申请报告单行材料。项目单位基本情
况；项目主要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承担单位、主
要内容（建设内容、技术水平）、总投资及资金来
源、项目进展情况、预期效果等；符合权限要求的
项目核准（备案）文件及有关资料；如果申报的平
台项目没有独立的核准（备案）文件，必须提供包
含该平台项目的整体项目的核准（备案）文件及
有关资料；项目竣工期限承诺函和项目真实性承
诺函；未开工的项目，还须提供限期开工承诺函
（开工时间不得迟于2017年6月30日）。

六、时间要求

2016年12月10日前各单位将项目申报文
件（含申报项目汇总表）及项目单行材料一式
两份（含电子版）用快件邮寄报省发改委。

七、管理要求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申报工作， 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申报程序及规定，做好项
目筛选、审核等相关工作，特别是对项目上报资料
真实性加强把关，认真核实。今后要进一步跟踪落
实，按照要求定期报送支持项目的实施情况。

联系人：工业处夏艳华
电话：0731-89991065（传真）
邮箱：495864145@qq.com

� � � � 附件：2017年省预算内“产业链创新专项”
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1月23日

单位：万元

地区
企业
名称

项目
名称

建设 性质 方向
项目建设内容（含建设
规模、产业链创新点等）

项 目 起
止年限

项目审批 （核准 、
备案）文号

项 目 进
展情况

总投资
固 定 资
产投资

申请省预算内补
助投资

合计

1

2

3

4

备注：1、“地区”范例：长沙市雨花区；2、“方向”范例：高端装备产业链；3、“项目起止年限”范例：2016.01-2017.06。

2017年省预算内“产业链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湖南水环境治理重心从湘江
流域转向洞庭湖区。 眼下， 湖区打响畜禽退
养、 非法矮围网围整治的攻坚战， 还洞庭湖
“一湖清水”。

保护洞庭湖水环境， 当地政府划定畜禽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目前，除临湘市
外，其他26个县（市区）都划定了“三区”范围；
各县（市区）实地勘测、精准核查、逐户登记，
按“一户一档、一县一卷”标准建立畜禽退养

档案。据统计，整治行动范围内需退养规模养
殖场7964户、栏舍面积340.7万平方米；需退
出养殖网箱16323口、 面积64.5万平方米；需
拆除矮围网围127处、面积42.1万亩。

汇总各地上报，至11月17日，洞庭湖区
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场1951户、88.6万平方米；
退出养殖网箱13205口，52.1万平方米； 拆除
矮围、网围60处。

全省养殖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今天提
出， 今年内湖区畜禽规模养殖场退养面积要

完成总任务的40%，矮围网围面积在5万亩以下
的县（市区）要全部完成拆除退出任务。省畜牧
水产局局长袁延文称， 规模畜禽养殖场退出，
要严格退养标准，落实退养补偿，确保“拆除1
户、验收1户、补偿兑现1户”。冬季枯水期正是
集中清退矮围网围的黄金时期，各县（市区）要
力克困难，抓紧推进，力争快速突破。

据悉，省政府已将洞庭湖区养殖环境综合
整治纳入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将直接影响相关
县（市区）的考核等次。

金慧

长沙， 一座现代化枢纽城市正在崛起。
京广、 沪昆高铁交会， 市内地铁南通

北达， 国内首条中低速磁悬浮实现高铁与
航空无缝对接……轨道交通为长沙腾飞形
成加速度。

11月23日， 长沙市举行媒体通气会，
宣布“2016中国 （长沙） 国际轨道交通
博览会暨高铁经济论坛” 将于28日在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展会以“轨道交通，
改变世界” 为主题， 为期3天， 由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 中国铁道学会、 湖南省贸促
会和长沙市人民政府举办。

“这将是湖南长沙拥有真正意义上的
面向全球， 以产业为支撑的国际性、 战略
性品牌展会， 将有力服务于长沙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目标。” 长沙市会展办主任陈
树中说， 轨道展永久落户长沙， 湖南有优
势， 长沙够资格。

近年来， 湖南省委、 省政府大力推进轨
道交通产业的发展， 目前全省已初步形成了
2000亿的产值规模。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作
为湖南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和“十三五” 支柱
性产业， 湖南有一批优秀规模企业， 核心竞
争力较强， 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 在高速动
车、 电力机车、 城轨车辆、 铁路货车等领域

掌握了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 拥有相关专利
700多项，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达74%。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发展
态势良好， 率先建成国内集高铁、 中低速磁
浮交通、 地铁等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现代化枢
纽城市。 目前， 长沙磁浮工程、 地铁1号线和
2号线已投入运营， 长株潭城际铁路正进入
后期的运行实验阶段， 地铁3、 4、 5号线建设
已全面展开， 全市轨道项目投资完成350亿
元， 高铁新城片区完成项目投资135亿元。

“轨道交通打造立体交通， 既方便市
民出行， 又拉动内需， 还能利用相关创新
技术带动上下游产业， 形成经济发展极。”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
为本次轨道交通展的重要支持单位， 轨道
集团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组， 目前展馆设
计效果图和布展制作正有序推进。

“预期通过3到5年培育， 轨道展将会
打造成为中国最大、 最全的轨道产业展示
平台和技术交流平台， 成为全球性轨道交
通产业合作对接平台。” 陈树中介绍， 会
展经济要在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敢立
潮头、 敢于担当。 会展业辐射能力强， 能
有效带动交通、 旅游、 住宿、 餐饮、 物流
等相关产业发展， 助力长沙打造交通物流
中心， 实现能量更大、 实力更强、 城乡更
美、 民生更爽的“四更” 目标。

湖区加大整治养殖环境

还洞庭“一湖清水”
26个县（市区）划定了“三区”范围,�已退出畜禽规模养殖场1951户,退出
养殖网箱13205口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从外表看，他像一个庄稼汉，实际上他是
省级科研机构的二级研究员； 在其女儿的记
忆中，童年时她连父亲的背影都看不到，只能
写信说：“爸爸你再不回来， 我要把你的禾苗
扯死。” 但在跟了他10年的科研助手李小娟
眼中，他既是恩师，又像慈父……37年间，他
只努力做好一件事：抗击稻瘟病。

他，就是省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肖放华。
即使农闲时节， 肖放华也闲不住。11月

22日，记者见到肖放华时，他正在整理试验病
圃田中观察记录数据，写报告，为今年科研做
总结，也为来年做准备。

今年63岁的肖放华已退休，但他退而不
休，没有回长沙与家人团聚，而是继续留在桃
江山区从事稻瘟病鉴定、防治工作。他对记者
说：“我希望能以自己的科研成果给后代留下
一点东西。”

肖放华已在桃江山区呆了13个年头。此
前，他已在茶陵山区工作10年、在安化工作
14年。

肖放华说，稻瘟病是水稻重要病害之一，
可引起水稻大幅减产， 严重时减产40%至

50%，甚至颗粒无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
省水稻稻瘟病发生面积年均在825万亩左
右，造成经济损失数亿元。

简单来说， 肖放华的工作就是通过建立
稻瘟病圃， 根据稻类资源稻瘟病发病的轻重
程度，筛选出具有良好稻瘟病抗性的品种。

为什么稻瘟病防治研究基地要选在山区？
肖放华解释，阴雨连绵、日照不足以及土壤温
度低等，易引发稻瘟病，而这些条件山区具备。

山区工作、生活条件是艰苦的。2004年，
肖放华一个人来到桃江县高桥乡梅水洞村，

租了两间关过牛的平房，安下了“家”。如今，这
里已建成高标准稻瘟病病圃近60亩，还建了一
栋试验大楼， 成了国家区试稻瘟病鉴定基地，
是国内各重大产稻区主要稻瘟病科研单位和
水稻育种单位心中的“小三亚”。

在桃江基地， 肖放华和其助手早出晚归、
两腿泥浆，一年要播4次种，开展水稻品种抗瘟
性鉴定与评价，为国家进行品种审定提供科学
依据。 他们每3天要对全部标本做一次观测记
录。 仅持久抗瘟性基因发掘与利用研究一项，
就有1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定点10株，进行4
项抗性指标测定，每次记录达1.2万个数据。

多年来， 肖放华共鉴定稻类资源16万多份，
审定抗病品种250多个， 筛选发掘出一批良好抗
瘟品种。 这些品种已在我省累计推广种植2.8亿
亩，新增效益达360亿元。他还制定了我省“水稻
品种稻瘟病鉴定和评价方法”、“水稻品种抗纹枯
病鉴定及评价方法”、“水稻细菌性条斑病与白叶
枯病综合防控技术规程”3项地方标准， 获得8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中“稻类资源抗瘟性评价
体系建立与应用”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点评

是什么动力， 使肖放华37年来离妻别女，
扎根山区，做科研上的 “当代愚公 ”？是什么力
量，使肖放华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奉献
在田间地头？ 是一份对事业的钟情与热爱，是
一份对科学的执着与追求。

耐得住寂寞 ，经受得住诱惑 ，就一定会成
功。肖放华爱岗敬业的经历，给人启迪，更催人
奋进。

肖放华：坚守山区37年治稻瘟

肖放华冒雨在稻瘟病圃的稻田里观察、
记录数据。 通讯员 摄

推动湖南轨道交通产业驶向世界
———写在“2016中国（长沙）国际轨道交通博览会暨
高铁经济论坛”开幕前夕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继斌）11月22日上午，来自全国
各地的100余家市县电视台台长在浏阳市
现场签约，正式达成媒体战略联盟，决定共
同打造中国市县电视台原创节目交流中
心。 下午举行的全国首届市县台节目原创
与媒体融合台长论坛上， 与会台长和多位
专家学者围绕“互联网+广电”展开了一场
头脑风暴。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 中国文联
副主席，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赵化勇
出席活动。

赵化勇表示， 此举将有力促进市县原
创节目研发，促进市县广电在内容、渠道、
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闯出
一条市县广电媒体突围的新路子。

今年9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同意在
浏阳广电建立中国市县电视台原创节目交

流中心，由浏阳广电领衔策划与制作的原
创栏目《联盟视界》正式上线。“全国100余
家市县电视台覆盖人口突破1亿， 结成联
盟后将重点打造《联盟视界》节目，共同推
动新闻、经营业务双联动、双突破。”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市县电视委员会副会长、中
国市县电视台原创节目交流中心主任、浏
阳广播电视台台长王桃文表示，中心将创
建原创节目交流资源中心库，研发在收视
率上能够提升区域媒体整体影响力的新
型电视节目，创建业务交流平台。

“在一个县级台，可以看到全国各地
的节目，我觉得中视协市县电视委员会批
准、浏阳台发起这个原创节目交流中心非
常好，我们协会要多支持这个中心。”在活
动现场看了一期《联盟视界》栏目，赵化勇
由衷表示赞赏。

结盟浏阳河畔 论道“互联网+广电”
100余家市县广电共建节目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