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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唐
爱平 实习生 王鑫）今天，由永清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衡阳市
城市生活垃圾发电厂正式投产。这
是我省第一座完全由本省企业采用
自主技术投资、建设、运营的垃圾焚
烧发电厂，日处理垃圾近1000吨，年
发电量约1亿千瓦时。

与垃圾填埋相比， 焚烧发电最
大的好处是减容减量： 经过焚烧发
电后的垃圾废弃物， 其重量减少
80%，容量减少90%左右。根据国家
规划，到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100%；全国城
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占无
害化处理总能力的50%以上， 其中
东部地区达到60%以上。

衡阳市生活垃圾发电厂概算投
资4.3亿多元，设计生活垃圾总处理
规模为1500吨/天， 分两期建设。一
期建设规模为1000吨/天，建设两条
500吨/天的生活垃圾焚烧线及余热
锅炉。 项目自8月15日试运行以来，
已累计焚烧垃圾11万余吨。

在衡阳市生活垃圾发电厂现场，
记者参观了垃圾变成电能的过程：垃
圾经过发酵后，产生的渗滤液进入渗
滤液处理站；“干货”则进入其“消化
系统”———焚烧炉发电。采用“一进四

出”的处理方式，让垃圾来有影去无
踪：发电后产生的烟气经过脱硫脱硝
除尘后得以净化， 达到欧盟标准；垃
圾渗滤液经处理后全部在发电厂回
用； 焚烧后的残渣含碳量低于2.5%，

优于此前行业最好的3%左右的水
平，磨成粉后成为水泥原材料；剩下
无法循环利用的飞灰则经过固化封
存后进行无害化填埋。

永清环保副总经理冯延林介

绍， 永清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已实现
完全自主化，全套技术、装备均由永
清环保集团自主研发、生产，其中的
垃圾焚烧炉排等核心设备， 技术指
标在国内首屈一指。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周
月桂）澳门及葡语系国家商品推介会
今天在长沙举行，来自澳门的手信食
品、巴西的天然水晶、葡萄牙的红酒
等齐聚长沙国货陈列馆“澳门街”。推
介会由省商务厅、省港澳办主办。

本次推介会以澳门水精之恋集
团与友阿集团旗下友阿珠宝合作经
营的“友阿·澳门街” 为载体。“澳门
街” 采用了仿澳门建筑特色设计，总
面积1000平方米， 共有4大类商品9
个小馆。 其中6个馆为葡语国家巴西
的天然水晶矿产品展销及天然水晶
奇石艺术品展览，据悉，仅天然水晶

展销品就达上万件。 另3个馆分别展
示有葡萄酒、奶粉和食品，其中澳门
手信区域里，“十月初五”“英记”“永
辉” 等澳门知名品牌带来了蛋卷、杏
仁饼、榴莲饼等多种特产，吸引了众
多消费者。

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峰介绍，此
次推介会旨在发展湖南与澳门和葡
语系国家的经贸关系，挖掘湖南与澳
门和葡语系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潜力，
推动湖南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据省
商务厅提供的数据，2016年1至10月,�
湖南对澳门出口2809万美元， 同比
增长33.05%。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戴刚）今天，印度中国经
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
夫来湘访问， 与湖南省贸促会签署
《友好合作备忘录》。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就互相推
介和积极参与经贸活动，交流企业和
贸易信息， 提供展览会及博览会信
息，提供有关经贸、海关、税务、投资
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的政策、 法规、措
施的咨询服务等达成共识。

默罕默德·萨奇夫表示，湖南省正
在加快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 很多行
业优势凸显， 希望与湖南省贸促会加
强联系、沟通与合作。他诚邀湖南省贸

促会和湖南企业参加“中印智慧城镇
化合作大会交流会”，让印度全方位了
解中国的城市建设技术和能力。

省贸促会会长贺坚表示，印度近
年的发展速度很快， 尤其是医药、信
息等产业发展较好，湖南对印度市场
的开拓非常重视。如长沙高桥大市场
目前就有意向前往印度投资兴建商
贸城。

今年11月28日，中国-印度商务
理事会联络办公室（湖南）在湖南省
贸促会挂牌成立。截至今年8月，我省
经商务部门核准在印度设立的境外
企业达20家， 合同投资总额为7049
万美元。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聂轩）“罗家冲煤矿矿井口
封闭完好。” 今天上午，浏阳市澄潭江
镇安监站站长张江林在查看完该镇所
有关闭煤矿矿井后， 才安心地回到办
公室。 自2014年10月启动小煤矿关闭
退出工作以来，到今年11月底，浏阳市
澄潭江镇已关闭退出小煤矿13家。

澄潭江镇是我省6个主要产煤乡
镇之一，煤矿开采历史悠久，鼎盛时
期全镇有大小煤矿30多家， 年产能
超百万吨。2014年10月，在省政府的
推动下，澄潭江镇积极开展小煤矿整

体退出关闭工作，目前全镇只保留了
1家煤炭企业。

在做好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同
时， 澄潭江镇积极引导关闭退出的煤
炭企业开发新的产业。 在全镇的经济
布局中， 没有了煤炭产业支撑的澄潭
江镇利用区位优势， 积极培育休闲农
业，目前已发展形成休闲度假、农业观
光、农耕体验等休闲农业产业链。

“昔日路面尘土飞扬，如今街道
清洁如新。”谈起这两年来的变化，澄
潭江镇村民竖起大拇指为小煤矿的
关闭退出点赞。

湖南日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电
子商务领域，并在其中大显身手，我
省优秀青年电商产品促销月活动正
在举行， 年轻的电商创业者带来了
各自的产品， 展示了电商湘企蓬勃
的力量。 湖南青年电商联盟今天在
长沙成立。

据了解，优秀青年电商产品促销
月将推出“湖南青年电商年货季”和
“青年电商扶贫周”两大活动。其中，
“湖南青年电商年货季” 将在阿里巴
巴“年味中国”开设专场，时间为今年

12月15日至2017年1月15日，目前部
分商品已经形成热卖态势， 如怀化
“创变电商”的橙子、“大兵小将”的熟
食等，预计促销月期间青年电商年货
销售额可达3000万元。“青年电商扶
贫活动周” 活动将于今年12月30日
至2017年1月15日举行，将在湖南电
商公共服务平台的网购商城，开展电
商扶贫线上促销活动。

本次活动由团省委主办，湖南省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湖南思洋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湖南中农云商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邵一婵） 家中许久
不翻的旧图书如何处理？在长沙，一
场用旧图书换取绿色植物的公益
活动自今年8月开展以来， 共募集
图书万余本，将悉数捐给乡村学生。
昨天，汨罗市新塘乡磊石村磊石小
学获得首批1000册图书捐助。

今年8月， 由新华网主办的
“书香中国 全民阅读”湖湘文化
季系列活动在长沙举行。活动在
长沙市主要社区进行了持续两

个多月的“以书换绿”，即旧图书
换取绿植的公益活动。活动得到
了中国一汽、湖南长房集团等爱
心企业的支持。

活动主办方向记者介绍，“书
香中国 全民阅读” 书籍捐赠活动
将持续进行，在全社会营造阅读氛
围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乡村学生带
去知识和温暖。如果市民家中有闲
置书籍，可前往长沙国家广告产业
园（天心区书香路与雀园路交会
处）B3栋1012号进行捐赠。

“吃进”垃圾“吐出”电能
我省第一座由本省企业采用自主技术投资、建设、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衡阳投产，

日处理垃圾近1000吨，年发电量约1亿千瓦时，发电产生的烟气经过净化达到欧盟标准

家中旧书换绿植
千册图书捐乡村

您家中如有闲置书籍， 可到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
B3栋1012号捐赠

新常态 新商务

澳门及葡语系国家商品来长推介
澳门食品、巴西天然水晶、葡萄牙红酒等齐聚长沙国货

陈列馆

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来湘访问
邀请湖南企业参加中印智慧城镇化合作交流会

青年电商成立联盟
联手开展促销月活动

12月21日，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人操作机械手抓取用来发电的生活垃圾。当天，该厂正式投产
运行。 彭斌 摄

煤炭产业做“减法”
休闲农业做“加法”
澄潭江镇两年关闭煤矿13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