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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陈永刚 ）记
者今天从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到，我省第二条磁浮线路已进入前期筹备阶
段，计划明年开建，并拟采用160公里/小时制
式。

“2017年湖南将开工建设第二条磁浮，但具
体还在规划当中。 ”11月29日在长沙举行的高铁
经济论坛上，省发改委主任谢建辉介绍，修建磁
浮， 需要一定的人流量才能满足其运载能力，因
此选址的方向主要是站点与站点之间、城市与景
区之间、城市群之间。

湖南磁浮公司董事长彭旭峰说，省政府与

国防科大共建的湖南省磁浮技术研究中心，目
前正在攻关时速为140至160公里的中速磁
浮，并拟在规划的第二条磁浮线上采用。 目前
已投入运营的长沙磁浮快线设计最高时速为
100公里， 这意味着第二条磁浮线列车行驶速
度会提高不少。

“速度提高有什么好处？目前时速100公里
的磁浮主要用于市内交通， 如果提高到160公
里，就可以成为城际间的重要交通工具，其应
用的领域和市场都将大大拓展。 ”彭旭峰表示。

“中国人自主设计、制造、施工及运营”，
“全世界同类项目中建设速度最快、 工程造价

最低、线路最长”……自诞生以来，国产自主品
牌的长沙磁浮快线赚足了眼球。相较此前从德
国引进的上海高速磁浮列车，由中国中车株机
公司与国防科技大学等联合研制的长沙中低
速磁浮列车，具有安全舒适、经济性强、能耗
低、噪声小、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等特点，
多项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截至11月下旬， 长沙磁浮快线运行总里程
超过34万公里，总客流量142万余人次。 快线不
仅备受乘客追捧，还吸引了德国、韩国等近20个
国家和国内30多个城市代表团实地调研考察，德
国和马来西亚有意就磁浮交通与湖南合作。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彭静 邓圣明）今天，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2017年是我省整合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全面实施的第一年，目前2017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已经启动， 个人缴费
标准统一为每人每年150元， 参保缴费期截
止到2017年2月28日。

我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对象为： 除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
乡居民。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

在校大中专学生、在湘长期居住的外省户籍人
员，以及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他人员。

据了解， 我省对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 将通过医疗救助
等渠道进行全额资助； 对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
分，通过医疗救助等渠道给予补贴；对没有
纳入低保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 通过财政扶贫专
项资金补助等渠道给予补贴。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记者从全省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新闻通报会上
获悉，从12月1日开始，我省个体工商户申
请登记注册时， 原来的税务登记证将不再
发放， 改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2016年12月1
日前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不设过渡期， 其原
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继续有效， 也不得
强制要求更换营业执照。

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告诉记者，“两证整
合”是将原来个体工商户登记时依次申请，分
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 税务
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改为一次申请、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一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营业执照， 该营业执照具有原营业执照
和税务登记证的“双重”功能。

据了解，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后，公民
申请登记注册时， 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
“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办理个体工
商户工商和税务登记手续。 个体工商户信息
将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与税务部门共享； 税务机关在办理个体工商
户涉税事宜时， 只需确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等相关信息，即可进行税务管理。

“两证整合”后，工商和税务部门将对
个体工商户偷税、漏税、逃税行为进行联合
打击，违法者将被列入“黑名单”进行管理。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亮斌）省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湖南省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简称《方案》）。这意味着，今后一旦发生生态环境
损害事件，相关责任人将被追究赔偿责任。

《方案》规定，以下3种情况将追究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责任：一是发生《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中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的；二是在国家和我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
重点生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事件的；三是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
发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直接导致区域大气、 水、土
壤等环境质量等级下降， 或造成耕地、 林地、湿
地、饮用水水源地等功能性退化的。

一旦发生生态环境损害事件， 赔偿程序分5
步走：提起赔偿，调查和损害鉴定评估，赔偿磋商
与诉讼，赔偿实施，绩效评估。

为确保《方案》有效实施，我省将成立湖南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协调解决试点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管理制

度， 包括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制度、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和完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机制、生态修复管理制度等；加强
经费和政策保障。

《方案》要求，年底前成立省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初步建立我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框架。 2017年1月至
10月，通过案例实践；11月至12月，总结试点工
作，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制度，进行评估试点
并上报工作报告。

【链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对造成生

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 为逐
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5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6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七次会议同意在吉林、江苏、山东、湖南、重
庆、贵州、云南7省市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试点。

每人每年150元
2017年湖南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确定，
参保缴费截止到2017年2月28日

湘江枯水期来临
长沙海关力保水运口岸通关顺畅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通讯员 张文博
记者 彭雅惠）今天，湖南瑞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进口的碳酸锂抵达岳阳城陵矶后，长
沙海关主动为企业转运审批，从陆路转运货
物至长沙霞凝港办理通关手续，解决了企业
枯水期水运转关困难。

进入10月份以来， 湘江进入枯水期，长
沙水电枢纽以北航道不畅，狭窄拥堵，严重
影响了我省进出口企业货物的通关效率。

长沙海关建议，近期全省需从霞凝港口
岸进出口货物的企业采取通关一体化模式
报关：出口货物在长沙报关后，可直接采用
小驳船或汽车运输方式运至岳阳城陵矶水
运码头装入大吨位船只；对企业急需在长沙
本地报关的进口转关货物，企业可采用方便
运输的方式从岳阳城陵矶转运至长沙霞凝
港验放通关。

据了解，为了加强对枯水季节期间转关
运输货物的实际监管及服务，长沙海关实行
24小时预约通关、下厂验放，确保及时为企
业办理进出口转关货物的转运手续。

10月份以来，长沙海关已为近20家省内
外进出口货运代理企业办理了120多批次进
出口转关货物的转运手续。

湖南第二条磁浮线路
计划明年开建
拟采用160公里/小时制式

“两证整合”登记制度全面实施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税务
登记证不再发放

损害生态环境，
3种情况将承担赔偿责任
我省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陈一玙）今天上午9时28分，在绥宁
县西北部的宝鼎山上， 一台90米高的白色
风机开始迎风转动， 源源不断的电流顺着
输电线路“奔”下山来进入大电网，这标志
着大唐华银湖南新能源公司宝鼎山风电场
首台风机成功并网发电。

宝鼎山为雪峰山脉的南端， 平均海拔
在1400米以上，风能资源较为丰富。由大唐
华银湖南新能源公司投资建设的宝鼎山风
电场， 占地约65平方公里， 总装机容量15
万千瓦， 分三期建设。 继今天首台风机发
电后， 到12月底， 一期工程的20台风机将
全部投产发电， 总装机容量达5万千瓦，

年发电量将超过1亿千瓦时。
风电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清洁能源。 据

测算， 宝鼎山风电场一期工程投产后， 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2.92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1165吨， 二氧化硫79.1吨， 烟尘
21.5吨。

大唐华银电力是湖南电力供应主力
军。 该公司以火电为主， 同时积极发展风
电、 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 并专门组建以
新能源开发为主的大唐华银湖南新能源公
司， 拥有城步南山、 芷江西晃山、 绥宁宝
鼎山等3个风电场。 到2016年底， 大唐华
银电力在湘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0万
千瓦， 年发电量可达4亿千瓦时。

宝鼎山风电场首台风机并网发电
年内将有20台风机投运，年发电量超1亿千瓦时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实习生 张维正
记者 李伟锋） 今天，新邵县寸石镇花山村
光伏电站正式并网发电。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谢历冰向记者介绍， 光伏电站是省电
力公司在该村开展精准帮扶的重要项目之
一。 该电站发电容量为60千瓦， 今天的发
电量达180千瓦时。 按照光伏电站电价计
算， “村里今天就获得196元收入”。 今后
村上每年可从光伏电站获得5万元以上稳

定收益， 为村民脱贫奔小康奠定较好基
础。

花山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户102
人， 由省电力公司对口帮扶该村。 扶贫工
作队进驻后， 综合该村产业基础和现实条
件， 先后投入732万元， 选择光伏发电、
生猪养殖、 蜜柚种植等三大产业实施重点
帮扶。 谢历冰介绍， 通过发展养殖业，
2015年有25户76人实现脱贫； 该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将在2017年全部实现脱贫。

花山村“光伏电站”投运
每年收益超过5万元

脱贫攻坚奔小康

冬季亲子
运动会

11月30日， 小学生在
冬季亲子运动会上进行武
术段位拳表演。 当天， 长
沙市天心区“全民运动
健康生活与文明同行” 社
区、 家庭、 学校共建共创
文明校园暨冬季亲子运动
会在芙蓉南路社区仰天湖
赤岭小学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熊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