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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12月19日，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以
下简称“绿色潇湘”）终于接到了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的受理通知书。 在此7天前，“绿色潇湘”
向长沙市中院递交了一份环境民事公益起诉
书， 起诉被告长沙县江背镇乌川湖村赤霞走马
峡采石场（以下简称“走马峡采石场”）、陈某、吴
某破坏生态环境。

这是今年我省立案的第一起环境公益诉
讼，也是新修订《环保法》实施2年来我省第二例
环境公益诉讼。

采石导致林地及原有植被严重毁坏
“我们早在今年1月份就接到了长沙县志愿

者的举报消息。”“绿色潇湘”工作人员彭武告诉
记者， 志愿者称位于长沙县江背镇乌川湖村的
走马峡采石场存在严重的毁林问题。“绿色潇
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随即赴当地调查，后来也
数次前往实地拍照取证。

起诉书显示，“绿色潇湘” 请求法院依法判
令三被告依法承担原地恢复其破坏的44.09亩
林地植被的民事责任，如在3个月内未能恢复或
无法恢复， 则依鉴定结果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 同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
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用， 以及承担该案相关的
调研取证、评估鉴定、诉讼费等合理费用。

彭武介绍，起诉书中提到的林地破坏面积，
是以今年8月长沙县人民法院下达的一份刑事
判决书为依据的。

据悉，走马峡采石场从2008年开始经营。今年

8月，长沙县检察院指控走马峡采石场法人陈某犯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向长沙县法院提起公诉。

这份8月26日下发的判决书显示，2008年
至2014年8月期间， 走马峡采石场在2010年10
月经长沙县林业局批准临时占用林地面积0.32
公顷， 有效期两年。 但采石场在矿石开采作业
中，超出批准的临时占用林地许可面积，非法占
用农用地23.83亩， 改变了被占用土地用途，并
造成林地毁坏。 2014年10月后，被告人陈某另
与人合伙， 在未办理任何林地征占手续的情形
下，再次扩大占用林地面积进行修路、取土等非
林业生产活动，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损毁。

经浏阳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鉴定， 走马
峡采石场两次占用林地共计44.09亩，上述林地
均于2011年被划为市级生态公益林。 经过审
理， 长沙县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犯非法占用农
用地罪的罪名成立，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彭武介绍，12月8日， 志愿者前往走马峡采
石场调查， 矿区内大量林地和植被遭到毁坏的
情况并未得到改善。

“绿色潇湘”今年获得
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12月27日，记者在“绿色潇湘”的办公室看
到了长沙市中院对此次环境公益诉讼的受理通
知书。在工作人员彭武的手上，还有一大叠为此
次诉讼准备的资料。

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保法》正式实
施， 明确提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绿色潇湘”副秘书长孙成表示，根

据新修订《环保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绿色潇
湘”在长沙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已满五年，且无任
何违法记录，在今年9月正式具备了发起公益诉
讼主体的资格。

然而，在“绿色潇湘”起诉走马峡采石场、陈
某、吴某环境公益诉讼案之前，我省仅去年有一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 我省环境公益诉讼并未如
预想地“井喷”。

发起这场环境公益诉讼，对“绿色潇湘”来
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首先， 我们需要专业评估鉴定机构的支
持。”彭武说，起诉书中，我们对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 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用进行了一个初步估
算，是以新《环保法》实施后国内首起环境公益
诉讼案———去年发生的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为
借鉴、参考的依据。 后期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应
该要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对生态损害赔偿进行科
学专业的评估、 鉴定。

打官司需要钱， 而公益诉讼的赔偿款项一
般都是用于案件涉及的生态环境恢复或当地的
生态环保公益事业， 环保公益机构依法不能从
案件诉讼中得到经济利益。 为此， “绿色潇
湘” 向长沙市中级法院申请了缓交、 免交诉讼
费用。 彭武说， 调查取证等各种办案经费也不
少， 我们必须先自己承担。

“法律专业方面的支持也很重要。” 孙成
介绍， 案件内容已向长沙市检察院进行了汇
报， 并递交了请求支持起诉申请。 未来， 我们
期待环保公益组织、 政府相关部门、 公检法机
关能形成合力， 开拓湖南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局
面。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省
贸促会与吉尔吉斯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在长沙
联合主办经贸与投资推介会，高桥大市场、省矿
业协会、华自科技等60余家企业、协会现场寻觅
商机。

吉尔吉斯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马克

萨特·坚季米舍夫在推介会上介绍，吉尔吉斯斯
坦的经济主要是能源、农业、矿业等。 吉尔吉斯
斯坦的水力资源非常丰富， 但目前只开发了
10%用于发电；农产品生产环境优良，不过深加
工产品很少。 他表示，湖南在农业生产技术、农
产品贸易、水利开发、矿业开采、工程机械、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有优势， 希望双方加强对接
与融合，实现互补互利。

省贸促会副会长胡强表示， 湖南正处于重
要战略机遇期和区域发展黄金期， 希望通过本
次推介会， 帮助更多的湖南企业了解吉尔吉斯
斯坦，促成更多的湖南企业投资该国，推动双方
经贸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据悉，2015年湖南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
达到4687万美元， 湖南在该国投资企业6家，总
投资额7900多万美元。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实习生 张维正）今天，长沙中电软件园产
业服务主管李超等36人，被省政府减轻企
业负担领导小组聘任为我省减轻企业负
担监督评议员。 在为期两年的聘任期内，
这36名监督员将对全省企业减负政策落
实情况、企业实际负担情况等开展第三方
监督和调查。

据省政府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
室介绍， 我省企业减负工作在全国具有领
先地位。 主要体现在，在全国率先公布省市
两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率先公布省本级
涉企收费项目信息、 率先构建省市县三级
联动企业负担投诉查处机制、 率先将企业
减负工作纳入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

今年省级取消行政审批
事项137项，清理规范中介服
务事项153项，取消、放开、降
标涉企收费129项。 同时，通
过减低大工业电价、 降低保
险费率、 落实社保费率过渡
试点和企业稳岗政策、 全面
推进营改增等系列举措，全
省企业负担得到有效降低。

省减负领导小组副组
长、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介

绍，企业减负面临新情况，必须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 比如，依托行政职权向企业
收取的中介服务收费依然不少，依托垄断
地位实施不合理收费的行为依然存在，不
合理检查、罚款、收取保证金等给企业增
添负担的现象仍然比较多。他希望企业负
担监督评议员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发力，
加强对减负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敢于反映
投诉各级各部门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同
时主动开展企业负担情况调研，为各级政
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

据了解，今天受聘的监督评议员是从
全省各地经信部门、园区管理机构、企业、
研究机构精心筛选出来的。

长沙县江背镇走马峡采石场造成林地及原有植被严重毁坏， 被本土环保
公益组织“绿色潇湘”起诉———

湖南今年首例环境公益诉讼立案

吉尔吉斯斯坦来湘推介经贸与投资
水电、农业等发展潜力巨大

36名企业负担监督评议员上岗
紧盯侵害企业合法权益、 加重企业负担等不良行为

乡土人才
进校讲学

12月25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职业技术学校， 当地灵芝种
植大户龙通宝 （右三） 在为学
生讲解灵芝栽培技术。 近年来，
该校根据当地农业产业特点，
建立葡萄、 蜜柚、 灵芝等培训
基地， 邀请乡土人才、 致富能
人开课讲学， 丰富教学内容，
服务学生创新创业。

刘强 黄进华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看似普通的摄像头，能把800米外篮
球场上投篮者的手指甲看清楚； 连续4公
里快速追踪汽车， 车牌号码一目了然；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能辨识出人脸表
情……源信光电多款产品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大大提高了湖南在全国安防产业中
的排名,从销售收入32万元起步，到今年
预计实现收入2399万元，只用了3年时间。

搬家到长沙市高新区，信息产业园提
供了5000平方米配套齐全的场地，免去3
年270万元租金； 省及长沙市解决科技项
目资金290万元， 支持企业3年获得50项
发明专利……12月26日，源信光电董事长
罗扬眉掰着指头算账，这几年政府帮忙至
少省下了600万元，解决了初创期生存问
题。

长沙市正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
现基本现代化，而经济发展是基础。 为实
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该市坚持从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充分运用好财政政
策，积极为企业降费减负。今年以来，市本
级为企业降费减负约6.43亿元，其中行政
事业性收费预计减收2.65亿元，政府性基
金预计减收3.78亿元。“营改增”减负50.9
亿元。

长沙市的具体做法是：落实政策无截
留，清单之外无收费，国家和省里减免政
策第一时间落实；同时，在制度、机制上改
革创新，出台了收费目录清单，明确目录
清单外的涉企收费一律不得执行。该市强
化系统控收功能，及时调整非税收入征收
体系， 依托现有非税收入征收系统平台，
第一时间对国家和省里公布取消、 停征、
免征涉企收费项目及降标项目进行信息
修改调整，并加大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力
度。

负担减轻后， 企业运行品质有效提
高。 如徐记酒店管理公司今年省下440多
万元税费支出。湖南远洋集装箱运输有限
公司仅船舶港务费和货物港务费两项一
年减负150万元。企业将省下的钱，投到技
术改造上。 威胜集团3年享受税收优惠
1.85亿元，加大了研发与智能制造建设投
入。

从更大范围看，企业降费减负让市场
约束减少，活力提升。 长沙市大部分企业
税费、要素成本、企业经营性成本、制度性
交易成本得到降低，实现发展减负、松绑，
企业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充分激发，有效
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特别是对全市小微
企业管理类、 登记类和证照类8个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 作出了长期免收规定，市
场准入门槛变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氛围进一步浓厚。 今年来，全市新增商
事主体14.1万余户，其中企业5万余户，创
业创新活力迸发。

更值得一提的是，长沙市把帮扶企业
提升到落实“两学一做”的高度，在降费减
负“组合拳”执行过程中，让政府部门缩减
了办事流程，提升了服务效能。今年来，全
市规范调整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5项，
取消24项，市本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依法进一步减少，并实现信息化、网络化
管理，真正让“信息多跑腿、企业少走路”。
通过强化一个窗口受理、 一个标准办理、
一次性收费、一站式服务到位的“四个一”
服务理念，创办国地联合征收窗口，把落
实减负政策、提供企业优质服务作为检验
干部干事创业的“试金石”。

长沙市财政局副局长张学峰介绍，通
过降费减负， 有效激发了企业发展活力，
增强了经济发展动能。 今年前三季度，长
沙GDP增速列全国省会城市第五，财政收
入的减法换来了发展动能的加法。

财政做减法 发展增动能
———长沙市降费减负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