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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关于贯彻落实投

资司关于组织编报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为加快节能减排重
大工程实施， 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现就组织申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2017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
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 引导社会
投资投入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全力推进资源
节约和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实施。

（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围绕“三大
战略”、“三大任务” 等重点工作组织项目申
报，注重项目的节能环保、节水、节材效果，项
目实施要有助于实现本地节能减排约束性目
标、环境质量改善等。

（二）政府为主，制定方案。各市州要围绕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重点工程有关分类做好总
体申报方案， 力争以各种平台作为项目实施
主体，提出项目投资、建设内容、形成的效果、
资金需求等，避免项目“小而散”。

（三）严格条件，加强监管。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土地、规划、环评等建设条件已经
落实，能够保证在2017年开工建设。各级发改
部门要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项目管
理，确保中央预算内投资及时发挥效益，尽快
形成实物工作量。

二、选项范围
1、 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城镇全覆
盖目标，支持重点向县城、建制镇倾斜。优先
支持扶贫攻坚地区、特色小镇、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等。

2、重点地区污染治理工程。主要支持秸
秆高值化利用项目， 位于长江干流或重要支
流、影响饮用水安全的化工园区（不计划进行
搬迁）水污染综合防治项目，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试点地区污染治理项目建设， 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领域的标志性
重大工程。

3、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节能重
点支持城镇化节能升级改造工程、 重点用能
单位综合能效提升改造等。 循环经济重点支
持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建设、 大宗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试点示范项目及基地建设、产
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农业循环经济项目及基
地建设等。 节水重点支持城市综合节水示范
项目。

以上具体内容和要求详见附件1。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1、 市州发改委的正式申报文件（一式3

份），包括备选项目汇总表，以及对申报项目
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诺函。 各专业分别按
优先顺序排列， 项目列表中应标注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环评批复、能评批复、土地预
审、规划选址等审批部门和文号，资金需求以
及建成后达到的具体量化目标等（详见附件
2、3、4）。

2、项目单行材料。
申报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的项目提供以下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一
式2份）：（1）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5）；（2）企
业基本情况表（附件6）；（3）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件复印件；（4）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对申报项目工艺路线、规模、主要技术参数
等相关内容的审核意见；（5） 配套资金证明
（包括地方配套资金承诺文件、银行贷款承诺
函、贷款合同或授信协议、企业自筹承诺文件
等），本年度资金必须平衡；（6）新建项目预计
开工时间的说明或已开工项目的工程形象进
度的说明。

申报重点地区污染治理工程和资源节约
循环利用重点工程的项目提供项目资金申请
报告（一式2份），内容包括：（1）项目基本情况
表（附件5）；（2）企业基本情况表（附件6）；（3）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复印件；（4）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不作强制要求）或申请投资
补助资金的主要理由和政策依据。

（二）各市州发改委要按照选项范围和条
件，认真组织遴选备选项目，对每个项目进行
现场实地查看，切实提高项目质量。各市州发
改委要对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是否符合规
定、前期条件是否落实等进行严格审查，并对

申报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三）此前已经获得中央财政投资或其他

部门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支持， 已经申报国
家发改委其他司局或国家其他部门的项目不
得多头申报。在近几年审计、稽察中发现存在
弄虚作假等严重问题的企业不得支持， 对发
现问题多、项目调整情况普遍、投资计划执行
慢的县区市要限制申报。

（四）请各市州发改委在《关于做好2017
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储备的通知》（湘发改环资〔2016〕873号）基础
上，抓紧项目储备入库，按照项目储备三年滚
动投资计划有关要求， 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重大建设项目库），从纳入三年
滚动投资计划的储备项目中，选择符合投向、
条件具备的项目编制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确保计划下达后即可开工建设。我委分
解下达投资计划前，所有项目必须入库。

四、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对我委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 将视情况在我委门
户网站上公开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信息。凡
申报备选项目的企业和单位， 视同同意公开
相关项目信息。不同意公开相关信息的项目，
请勿申报。

五、申报时间
请于2016年12月15日前将申报文件、12

月25日前将单行材料（含电子版）报省发改委
（资环处）。（联系电话：0731-89991084）

附件：
1、选项范围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2、资源节约循环利用重点工程2017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汇总表
3、重点地区污染治理工程2017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汇总表
4、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汇总表
5、项目基本情况表
6、企业基本情况表
(更多内容可在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站http://www.hnfgw.gov.cn/查询下载)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2月6日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的通知

湘发改环资〔2016〕964号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陈新 )12月11日，
长沙市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天，该
市环保、 城管等部门按照空气重污染应急
预案要求开展督查，发现26个 (家 )项目（企
业）存在涉气违法问题。其中，湖南宝利沥

青有限公司、 湖南东城志高混凝土公司因
违法排污，被责令停产整顿。同时，对长沙
电厂、宁乡天宁热电、宁乡南方水泥、长沙
县印山台水泥有限公司采取临时限产限排
措施。

长沙市环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将继
续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 进一步采取有效应
对措施，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对拒不整改、顶
风违法排污的工业企业或建设项目依法处
理，最大限度减轻空气污染。

顶风排污 立即停产
长沙2家企业被整顿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陈新）连日来，长
沙晴好天气又遭遇雾霾， 而工地扬尘则是加
重大气污染的一大“杀手”。近日，长沙市环委
会实名曝光了16处工地扬尘污染典型项目，
这些建设项目主要问题是裸土没有覆盖，扬
尘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被曝光的建设项目包括芙蓉区东岸街道纬

十一路建设项目， 天心区工业园厂房建设项目
（先锋街道）、 天心区裕南街道新开铺路建设项
目、天心区黑石铺街道蓝天路建设项目、天心区
暮云街道卢浮原著建设项目， 岳麓区观沙岭街
道八方小区二期基坑支护工程、 橘子洲街道麻
元路改建工程项目、 观沙路与佑姆塘路交会处
裸露土堆， 开福区秀峰街道雅居乐花园建筑工

地，雨花区牛头村安置小区2期建筑工地（宏聚
地中海）、雨花区牛头村保障性住房建筑工地、雨
花经济开发区云冷产业园工程建设项目， 高新
区雷锋街道节能环保产业园建设项目、 高新区
雷锋街道交警大队办公楼建设项目， 望城区月
亮岛街道三润城建设项目、 湖南华纳大药厂高
端原料药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共16处。

扬尘污染 公开曝光
长沙16处工地污染典型项目实名“亮相”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蒋丹） 今天， 湖南大部分地区出现降
水，但雨势较弱，污染物吸湿增长，空气质量
没有明显好转。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
冷空气影响，省内气温将逐步下降；受冷空
气和雨水双重影响，16日前省内雾霾范围有

所缩减。
12月4日以来， 全省没有出现过有效降

水。昨晚湖南迎来降水，今天范围最广，但雨
量有限。到今天14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仅0.9
毫米。近期雾霾活跃，虽然今天有降水出现，
但微弱的雨量不仅没有洗尘降霾， 反而使污

染物吸湿增长，全省空气质量没有明显改善。
好在较强冷空气已在路上， 未来空气污染将
逐步得以改善。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省内降水偏少，气温
前低后高。13日至15日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
程，最低气温将下降5至7摄氏度，湘北可降至
2摄氏度左右，风力加大至4级左右。受冷空气
和雨水双重影响，16日前省内雾霾范围有所
缩减。专家提醒，公众需关注大风降温所带来
的影响，注意添衣保暖。

16日前雾霾减弱
湘北气温可低至2摄氏度

安全用电
服务进农家

12月8日， 龙山县靛房镇比
寨村， 工作人员在贫困户向大发
家整修室内电力线路。 连日来，
国网龙山县供电公司员工下到结
对帮扶村，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帮助农户检查维护电力设施， 讲
解安全用电知识。 田良东 摄

有感于“大雁归来”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系列谈之十一

谈经论市

柳德新

我的大学同学老刘， 最近放弃深圳某
投资公司的高薪，把深圳的房产也卖了，回
长沙开办了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 他一口
气买了两套江景房，一套住人，一套办公。

“深圳机会那么多，为什么回来？”面对
我的疑问， 老刘回了一句话：“湖南的机会
也不少啊!”

对于回长沙办公司， 长期做投资的老
刘其实做过细致的投资分析。 他以买房为
例：同样的1000万元，在长沙可以买七八套
不错的房子， 可在深圳还买不了一套好点
的房子。 而长沙正在打造全国移动互联网
创业“第五城”，创业环境不逊沿海发达地
区。回到家乡，老刘还能照顾年迈的父母。

“长沙，既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有实
现自我价值的‘诗和远方’。”

老刘的观点，有数据印证：仅2015年一
年， 长沙市就吸引了1825家移动互联网企
业落地，企业数量、从业人数同比分别增长
65.3%、39.2%。

最近一两年，不少人才像老刘一样，纷
纷告别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回到家乡湖南
发展。湖南，正在形成“人才回流”的趋势。
曾经有人感叹于湖南人才的外流： 窝在湖
南“一条虫”，离开湖南“一条龙”。由当年的
“孔雀东南飞”，到如今的“大雁归来”，使得
这个说法已经过时， 说明湖南正在成为人
才的集聚地。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人是最
核心的因素，人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一座城
市、一个区域，人聚则兴，人去则衰。在某种
程度上，区域竞争已从项目竞争、资源竞争
演化到人才竞争。12月7日， 湘江新区管委
会及所属先导控股、 湘江发展集团携22个
岗位进京，吸引了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
上百名学生应聘。而湘江新区展现出的“新
区效率”，也让人耳目一新：头天宣讲初试，
次日复试、当晚即出录取结果。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推进高精尖
人才培养引进工程，加快培养引进科技领军
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青年创
新创业人才”，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省发改委投资项目公开专栏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宁 钟文兴

名片
赵子军，1980年出生于湘潭县云湖桥

镇。他曾是深圳创维电子白领，后毅然返乡
创业，独创了“农场种植稻谷，谷子初加工
原生态米，米酿酒浸泡药酒，药酒‘种’入竹
子，竹药酒养鸡，鸡粪发酵养殖蚯蚓，蚯蚓
喂土鸡，蚯蚓肥、鸡粪又可以还田种水稻”
两型理念，被称之为“韶河生态循环生物产
业链种养殖模式”。他为此斩获“2015年度
湘潭十佳创业项目”，荣膺“湖湘最美新农
人”。

� � � �故事
320国道1207公里处，在韶山灌渠“云

湖天河”下，韶河生态养殖农庄坐落于此。
12月11日，记者走进农庄养殖基地，看到
刚刚荣膺“湖湘最美新农人”的赵子军正在
打理着他的上万只“鸡格格”。环顾山间四
周， 头顶一撮翎毛的贵妃鸡正在林间闲庭
信步， 羽毛上布满亮晶晶圆点的珍珠鸡在
草丛间蹿来蹿去， 还有几千只麻黄相间的
韶河生态1号土鸡在山间觅食。

“四季在美景中变啊变，为何你却望着
他乡。其实你不用去远方，好地方就在你身
旁。”2005年，赵子军厌倦了在深圳创维电
子的白领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开办养殖场。
承包100余亩山地和6个池塘，开始了他的
创业之路。和水泥、砌围墙、围网子、除深
草、搭简木房、修路做园门……没有养殖经
验的他从最琐碎的事做起， 用行动证明着
自己的坚持。

“人生就是要经得起打磨， 耐得起寂
寞，扛得起责任，肩负起使命，才能创造价
值。” 半年以上的成长期，鸡仔的每周防疫
保健及空间水暖食，丝毫不能马虎。创业初
期，一场大雨让他损失了一批幼仔，一次慢
性呼吸道疾病又感染了上千只原本已经可
以出栏的鸡。最可怕的是2011至2013年连
续3年“禽流感”来袭，市场销路不畅。

那段时间， 赵子军经常会压力大到整
夜合不拢眼， 既为自己辛勤努力付诸东流
而焦急，也为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痛定思
痛，他开始绞尽脑汁学习优秀养殖经验，在
实践中创新养殖方式。

“韶河生态1号土鸡”是赵子军历时11
年实验打造而成的独创品牌， 其独特之处
在于它的“生态”饲料———由发酵水果、蔬
菜、酵素菌，佐以祖传秘方药酒混合而成。
通过技术攻坚和大量实验， 逐步解决了药
酒不溶于水、鸡采食上头、零抗生素、生态
发酵酵素饮水等诸多技术难题。 这一养殖
创新举措获得了业界的普遍赞誉， 赵子军
也被称为湖南“药酒养鸡第一人”。

有了自己的独创品牌，销路也打开了。
信心满满的赵子军相继推出了韶河生态1
号土鸭、绿壳土鸡蛋、贵妃醉鸡、霸王别鸡
等特色生态产品。 除了鸡鸭本身， 他还从
“伙食”上下功夫。

随着季节变冷，植被枯萎，在野外放养
的生态土鸡基本无食可觅， 为充分补充产
蛋鸡所需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 提高鸡蛋
本身的品质与口感， 早在两个月前赵子军
就开始钻研蚯蚓的特色养殖来为土鸡改善
“伙食”。“蚯蚓作为优质高蛋白质饲料，可
以有效改善鸡的肠道菌区环境， 增强免疫
能力。蚯蚓消耗鸡、牛粪及蔬菜残骸过腹还
田后，还能有效改善土质，解决养殖粪便污
染问题， 带动蔬菜种植、 水产养殖提质增
效。”说起养蚯蚓的好处，赵子军分析得头
头是道。

农庄种植稻谷， 谷子酿酒浸药酒，药
酒“种”入竹子，竹药酒养鸡，鸡粪发酵养
殖蚯蚓，蚯蚓喂土鸡，蚯蚓肥、鸡粪又可
以还田种水稻， 这种生态循环生物链养
殖模式已经由设想变为了现实。“有人叫
我傻子，说这样养鸡费力又费时，挣不了
什么钱，我就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 不断创新特色养殖生态发
展之路。”赵子军说。

赵子军：泡着药酒来养鸡

赵子军 图/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李忠华 刘郁

12月12日， 邵阳市北塔区交通局局长
唐圣礼特意来到九江码头， 看望勇救跳河
轻生男子的渡船驾驶员徐爱军。

据了解，12月5日13时40分左右，40岁
左右的男子罗某从市区北门口坐渡船去九
江码头。渡船开至资江江心时，罗某突然跳
江。这一幕吓坏不少人。有人找来竹竿递给
罗某，想拉他上岸，但他毫不理会。“当时，
水流很急，男子已浮到离船3米多远的地方
了。”目击者曾先生说。

“有人落水了！”听到乘客呼喊声，渡
船驾驶室里的徐爱军向伙伴大声吩咐：
“开好船 !” 他火速脱掉外衣裤与鞋子，一
个猛子扎入河中， 很快游到罗某旁边，从
背后拽紧其腰身，连拖带拽，缓慢游向九
江码头。

冬日江水冰冷刺骨，罗某身体沉重，徐
爱军咬紧牙关坚持着。靠近岸边时，一个漩
涡挡在跟前。水流湍急，硬闯有危险。徐爱
军当机立断，吃力地托举罗某浮出江面，再
调整方向，将罗某侧身搭在自己背上，顺着
水流慢慢绕过去。

已在水里游了20分钟， 徐爱军精疲力
竭，他感到身上疼痛、呼吸困难，开始在水
中浮浮沉沉。岸边群众急中生智，在浅水处
递过来一根长竹竿，徐爱军奋力接住，终于
将罗某救上了岸。

徐爱军脸色发紫，浑身打颤。但他顾不
上休息，用平时学到的急救知识，忙着给已
不省人事的罗某做心肺复苏术。 医护人员
和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 将罗某送到医院
抢救。 罗某苏醒了， 并在派出所干警劝说
下，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据了解，徐爱军驾渡船近10年，从未发
生一起安全事故，还救了10多名溺水者。

摆渡工勇救轻生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