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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生态强省 ， 财政在行动 。 据统计 ，
2013-2016年的4年间， 全省财政生态环保投
入948亿元，年均增幅逾13%，占全省财政总支
出的比重不断提高。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百姓拥有更多碧水蓝
天：今年1至4月，全省14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76.8%，同比上升2%；全省419个省控断
面水质达标率91.2%。

精准发力，助推环境治理攻坚战
6月12日，记者来到湘潭竹埠港易家坪片

区， 站在一个巨大的白色钢结构密封大棚前，
湘潭市环保局土壤环境管理科科长许国兵告
诉记者，受污染的土壤在这里进行常温脱附处
理，去除里面的有机污染物。

竹埠港地区28家污染化工企业关停搬迁
后， 仅在易家坪片区就留下50万立方米受污
染土壤。从去年8月起至今，片区内已完成一半
的土壤修复。“环境治理资金需求大，竹埠港地
区仅在废渣处理、土壤修复这块的财政专项治
理资金目前已达4亿多元。”省环保厅规划财务
处处长龙军介绍。

2013年开始， 我省启动实施湘江保护和
治理三个“三年行动计划”。 2013-2016年，省
财政共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332亿元，其中中
央资金248亿元，省级资金84亿元，重点支持
沿湘江8市的工业企业污染防治、 土壤（重金
属）污染防治、污水和垃圾处理、养殖污染防治
等。 2017-2018年，省财政将继续安排省级奖
补资金17.1亿元，大力推进实施第二个“三年
行动计划”。

沉疴渐去，清水南来。 监测显示，2016年，
湘江流域干支流180个断面水质总体为优，其
中干流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标准。湘潭竹埠
港、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娄底锡矿山、郴
州三十六湾等重点区域， 逐渐褪去污染底色，
焕发新的生机。

“湘江治理成效初显，省财政将进一步加

大投入力度，助力洞庭湖水环境治理。”省财政
厅经济建设处处长柳叶介绍。

2016年3月，省政府启动洞庭湖区水环境
综合治理，计划用2年时间，重点开展沟渠塘坝
清淤增蓄、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河湖围网养殖
清理、河湖沿岸垃圾清理和重点工业污染源排
查及整治五大专项行动。 去年，省财政已投入
10.5亿元； 今年初， 省财政已预算安排9.9亿
元， 还将从2017年新增债券中追加安排1.6亿
元。

创新方式，推广环境治理新模式
6月初， 石门县刘家湾大型垃圾水平式压

缩转运站内，设备已安装到位，正在进行调试。
“预计下个月投入使用， 从这里的监控室可以
看到全县所有垃圾作业车的运行轨迹和遍布
各乡镇的47座垃圾中转站的清理情况。 ”石门
县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负责人贺阳告诉
记者。

县域和边远乡村的垃圾收运一直是个难
题。 在省财政厅的支持和指导下，石门县与中
联重科在2015年底签订了我省首个县域全环
境治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企业负责建设、运
营、维护，政府购买服务、实施监督，探索出一
条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环保新路子。

为鼓励政府与企业开展PPP合作，省财政
专门安排1亿元奖补资金， 按照考核情况对开
展垃圾收运体系建设的市县进行补助。“一期
项目建设投入5300多万元，因为我们建设快、
成效好， 省财政的1600万元奖补资金已经到
账。 ”贺阳介绍。

目前， 我省包括石门县在内的11个县市，
采用PPP模式开展县域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并
已正式（试）运营，还有20个县市在有序推进，
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我省环保领域PPP模式渐入佳境。2014年
至2016年，我省共发布四批省级PPP示范项目
316个，总投资4848亿元，其中生态环保项目
65个，占比1/5。 截至5月，5个生态环保项目已
落地，总投资83.36亿元。

完善制度，
让生态好的地区更有“钱途”
生态优劣， 有奖有罚， 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
2014年， 经省政府同意， 省财政厅联

合省环保厅、 省水利厅制定出台了 《湘江
流域生态补偿 （水质水量奖罚） 暂行办
法》， 从水质目标、 水质动态、 最小流量限
制3个方面， 对湘江流域所在的市县实行考
核奖罚。

2015年底，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 （水质
水量奖罚） 如期兑现。 2015-2016年， 省财
政厅共下达湘江流域水质水量生态补偿奖
罚资金 1.27亿余元， 其中处罚扣缴资金
6050万元、 奖励资金6685.75万元， 有效倒
逼市县做好湘江水环境保护。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处长柳叶介绍， 省
财政厅正会同相关部门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
（水质水量奖罚） 暂行办法的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 进一步完善湘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并
逐步推进资水、 沅水、 澧水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 探索建立大气生态补偿机制。

引领绿色发展， 财政创新路径。 2016年
12月， 省财政厅联合省直相关部门出台“绿
色公交” 推广奖补政策， 对14个市州、 试点
县市2018年(含)以前新能源公交车占当年公
交车保有量的比重达到85%(含)以上的， 给予
奖补， 引导市县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保护生态环境， 财政加大投入。 通过转
移支付的方式， 省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给
予适当补偿。 据介绍， 2016年， 全省对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达40.8亿元， 为
2009年4.49亿元的9.1倍， 年均增长37.1%。

实践证明， 这些钱花得有效果。 从国家
公布我省纳入考核的4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县域考核结果看，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略有上升， 其中， 生态环境质量“变好 ”
的县有18个， 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的14个。

� � � �全省财政生态环保投入：
2013 年 ,194.4 亿 元 ； 2014
年 ， 224.7亿 元 ； 2015年 ，
247.8亿元 ； 2016年 ， 281.1
亿。 年均增幅13.07%。 占全
省 财 政 总 支 出 的 比 重 从
3.36%提高到3.82%。

� � � �洞庭湖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重点
开展沟渠塘坝清淤增蓄、 畜禽养殖污
染整治、 河湖围网养殖清理、 河湖沿
岸垃圾清理和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查及
整治五大专项行动。 2016年， 省财
政投入10.5亿元； 今年， 省财政预算
安排9.9亿元， 还将从2017年新增债
券中追加安排1.6亿元。

� � � � 2014 年 至
2016年，我省共发
布四批省级 PPP
示范项目316个 ，
总投资4848亿元

� � � � 2016年， 全省对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 资 金 达
40.8亿元，为2009年4.49亿元
的9.1倍，年均增长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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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护绿水青山
———财政给力脱贫攻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三大战役”(三)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谢国政 邓小玲 ）今天，湖南农业大
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彭建伟在汨罗市
宣布，通过对比试验发现，应用龙舟“水稻
插秧同步精量施肥机”， 比农民长期习惯
性施肥少施30%至40%的氮肥， 早稻的前
期长势同样良好， 而且整丘生长更为均
匀。

今年初，湖南龙舟农机公司推出国内
首款“水稻插秧同步精量施肥机”，设计在
机插秧的同时，用机械把肥料定量、定点
“注射挤压”到秧苗附近的泥土下面，让其
缓慢释放源源不断供给禾苗生长，以减少
流失和面源污染。“龙舟农机”董事长王术
平介绍，公司经过测算，这种精量深施的
做法，可在稻田中减少40%左右的氮肥施
用量。

为验证效果，湖南农业大学等单位联
合组成“第三方”，在汨罗市古培镇三港村
开展对比试验。 同样一丘田，一块区域按
农民习惯性施肥的标准，每亩“撒施”氮肥

10公斤；另外两块区域，应用龙舟“水稻插
秧同步精量施肥机”，分别按每亩7公斤、6
公斤的标准精量深施。

目前， 试验田的3片早稻都进入孕穗
期，正是整个生长季100天左右的“中点”。
省农机局邀请岳阳、湘潭、衡阳、益阳等产
粮大市的农机代表，与湖南农业大学的专
家一同观看对比试验结果。 他们发现，少
施氮肥的早稻，分蘖数、叶色、根系等表现
都很好。 彭建伟说， 这表明， 少施30%到
40%的氮肥，早稻前期50来天的生长根本
不受影响；早稻对氮肥的需求70%以上集
中在前期，氮肥精量深施，缓慢释放、长期
供给，由此看来，后期50来天应该也很有
把握。

省农机局局长王罗方表示，在不影响
水稻生长的前提下， 减少30%到40%的氮
肥施用量，放到全省范围来看，将是一个
惊人的数量，可以从源头上大大减轻农业
面源污染，省农机局大力支持这类机械的
推广应用。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肖畅 吴玮)今天，舍弗勒集团全球首
个“未来工厂”———舍弗勒湘潭生产基地
培训中心及模具部正式开业，并与地方院
校结成了合作伙伴。 这是舍弗勒湘潭工厂
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湘潭建设“中国制
造2025示范城市”和打造质量强市的重要
收获，意味着湘潭在大力培育汽车产业的
进程中又取得了重大进展。

舍弗勒集团是全球范围内生产滚动
轴承和直线运动产品的领导企业，业务遍
及全球50多个国家，是全球领先的综合性
汽车和工业产品供应商。 舍弗勒(湘潭)有
限公司于2016年12月注册成立，是舍弗勒
全球第75个生产基地、 大中华区第4个生
产基地。

据了解，“未来工厂”的先进性主要体
现在智能化、大规模个性化订制、数字化、

高效化、精益生产、具备自学习能力等方
面。 建成后，该工厂将主要生产具有显著
节能减排效果的汽车发动机驱动系统零
部件，能提升驾驶舒适性、降低振动的变
速箱和底盘零部件以及各类精密轴承。

此次开业运营的舍弗勒(湘潭)培训中
心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工作， 于今年6月建
成。 培训中心学员在接受为期3年的德国
“双元制”职业培训与考试后，除了获得本
校毕业证书，还将获得德国工商会AHK职
业资格证书，成为这一“未来工厂”的技术
骨干力量。

启动仪式上，舍弗勒(湘潭)有限公司
与湘潭市江麓技工学校、 湘潭市工贸中
专、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了合作协
议，正式开启舍弗勒公司在湘潭当地的人
才培养计划，为培育和造就湘潭汽车产业
的大师级“工匠”积蓄力量。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姚仲秋）今天，湖南华菱集团与湖
南煤业集团在长沙签署购售电战略合作
协议。 作为湖南省用电量最大的国有企
业，华菱集团每年向湘煤集团下属的湖南
能投售电有限公司购电25亿千瓦时。

湖南省煤业集团董事长廖建湘介绍，这
是湖南能投售电有限公司开拓市场以来，签
署的最大订单。 截至今日，该公司已经与省
内60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意向合同电量达
70多亿千瓦时，涵盖有色、水泥、煤炭、化工、
汽车、传媒印刷、装备制造、医药、酒店、新材
料等多种行业。同时，该公司已与湘潭电厂、
耒阳电厂、常德电厂、长沙电厂、岳阳电厂等
省内10余家发电企业就购电基本达成共识。
湖南能投售电公司还拟通过公开招标进行

电能采购，电价降幅有望突破5分每千瓦时。
“这次签约标志着全省最大的两家国

有企业在能源供应、能源服务、能源投资
合作的正式启动。 ”湖南华菱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颜建新表示，这对于华菱集团所
属各子公司获得湖南省内最优惠的电价、
电费优惠支付方式，所需电能供应的优先
保障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华菱集团是湖南省最大的国有企业，
全国钢铁行业前十强。 资产总额1204亿
元， 具备年产2200万吨粗钢生产能力，技
术装备达全国先进水平，部分达世界先进
水平。 公司年均总用电量约85亿千瓦时，
2015年总外购电量27.13亿千瓦时，2016
年总外购电量20.49亿千瓦时，2017年预
测外购电量约25亿千瓦时。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孔令鸿） 记者今天从浦发银行长
沙分行获悉，浦发银行总行与省国资委签
署了《湖南省国有企业改革转型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双方将共同发起设
立8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湖南省
国企改革转型基金，推动优质骨
干企业改革转型减负增效、加速
产业升级。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透露，本
次合作是该行积极支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又一重大实践，也
展示了该行深度参与湖南国企
改革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至今年
一季度末，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资

产总额达1100亿元，各项存款总额近800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近600亿元；目前在湖
南辖有25家分支机构、5家村镇银行和31
家社区银行。

强雨带在湘南摆动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倩） 连日来，湖南雨水持续，局部地区
出现强降雨。 省气象台预计，13日至15日，强
雨带在湘南摆动，局部地区暴雨；16日湘南局
部大雨，其他地区自北向南天气转好。

10日以来， 强降水区集中在湘中以北及
湘南的局部地区，桑植、芷江等地的累计雨量
超过了100毫米。不过，随着雨带的南移，预计
今晚至16日，主要降水区域将在湘南一带，会
出现持续性较强降水。 针对这次过程，省气象
局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省气象台预计，14日雨势减弱，全省阴天
有小到中雨，其中湘南局部大雨；15日雨势范
围扩大， 湘南局部暴雨；16日湘南局部大雨，
其他地区自北向南天气转好；17日至19日，省
内无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气温回升。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亮斌） 省环保厅今天通报5月份全省环境质
量状况：14个市州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6%，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吉首、永州、
张家界，排名后一、二、三位的是湘潭、长沙、株
洲；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5月份，14个市州城市除优良天数外，轻度污
染天数比例为17.1%， 中度污染天数比例为2.3%，
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全省二氧化硫月均浓度

下降明显，降幅达到42.1%；但臭氧和PM10浓度
分别同比上升20.4%、9.7%，PM2.5浓度同比持平。

据省环保厅环境监测处分析，5月我省大
气环境质量同比下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
到北方沙尘天气影响和降雨量同比减少的影
响， 导致PM10的月均浓度同比增加了6微克/
立方米； 臭氧同比上升明显，70%超标天数的
超标因子均为臭氧。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345个监测评价

断面中，一至三类水质断面326个，占94.5%；四
类水质断面18个；劣五类水质断面1个。 全省地
级以上城市2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标。 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有55个断面
水质达到2017年考核目标。 11个洞庭湖湖体断
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

通报指出我省5月存在的主要环境质量问
题：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 株洲、 湘潭两市的
PM2.5、PM10月均浓度，长沙、怀化、娄底等市
的PM10月均浓度， 同比上升幅度较大。 水环
境质量方面，岳阳南湖，益阳志溪河、大通湖和
后江湖， 郴州马家坪电站大坝等5个断面已连
续3个月以上超过三类水质； 益阳大通湖断面
本年累计4次为劣五类水质。

� � � � 6月13日，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镇贡溪村，村民麻德来将85岁的老人杨连春背过水淹路段。受
连续暴雨影响，当地河水陡涨，低洼道路被淹，部分农田受损。 杨玉钊 摄

我背您过去

5月我省7成超标天数系臭氧作祟
吉首、永州、张家界空气质量居前三，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机械精量施肥试验初获成功
早稻每亩可减少30%至40%的氮肥

为湘潭汽车产业培育
大师级“工匠”
舍弗勒集团全球首个“未来工厂” 正式运营

华菱与湘煤签署购售电协议
年购电25亿千瓦时

浦发银行深度参与湖南国企改革
拟设800亿元基金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今天记者从省高院获悉，近日，湖南高院
出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变更我省
小额诉讼程序标的额的通知》，自2017年7
月1日起， 我省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
件标的额变更为17000元人民币以下（含
本数）。

通知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对于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标

的额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30%以下的， 实行一审终审。
2016年5月23日，湖南高院下发了《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中准确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的意见》， 确定我省小额诉讼
程序案件的标的额为16000元人民币以下
（含本数）， 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经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自2017年7月1日起，
将我省使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标的额变
更为17000元人民币（含本数）。

7月1日起湖南小额诉讼案件
标的额上调至17000元

制图/李雅文

�

年均增幅13.07%

� � 年均增长37

.1%

2016年

其中生态环保项
目65个，占比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