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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谭伶）省环保厅昨天通报了上半年全省环
境质量状况。14个市州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81.1%， 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吉
首市、永州市、郴州市，排名倒数一、二、三位
的是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全省地表水水
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水质达
标断面占94.2%。

上半年， 我省大气环境监测的主要指
标中， 细颗粒物 PM2.5、 可吸入颗粒物
PM10、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的浓度均有一
定程度下降， 其中二氧化硫同比下降
28.6%。省会长沙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
为72.9%，综合质量指数为5.09，与周边省

份相比，优于武汉市，但与贵阳市、南宁市
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 空气质量实时监测已覆盖我省所
有县城。上半年，全省90个县级城镇环境空
气质量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4.1%， 空气
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桂东县、 江永县、 沅陵
县，排名倒数一、二、三位的是石门县、岳阳
县、桃源县。县级城镇大气环境中的PM10、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69微克/立方米、45微
克/立方米。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全省29个饮
用水源地监测断面中， 有28个水质达标。60
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58个断面水质
达到2017年考核目标。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

水质均为四类，较去年减少1个五类断面（益
阳南嘴）；湖体总体为轻度污染，主要污染物
为总磷，但与上年同期相比水质呈好转趋势，
总磷平均浓度由0.080毫克/升，下降为0.068
毫克/升，降幅达15%。

通报指出了上半年我省存在的环境质量
问题： 永州市的空气质量虽然总体较好，但
PM2.5和PM10的平均浓度同比上升幅度较
大；长沙市已连续5个月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排
名全省后3位。岳阳南湖和芭蕉湖、益阳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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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
通湖断面本年已累计5次为劣五类水质，未达
到“水十条”考核目标。

廖声田 李成辉 文聪玲

桑植刘家坪，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当
年，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革命先烈演绎了一
部长征史诗。如今，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广
大干群正上演一场脱贫攻坚的“新长征”。

6月中旬， 记者踏访刘家坪白族乡新阳
村，沿着新修的沥青村道蜿蜒而进，云雾缭绕
间，绿树掩映着一排排崭新的白族民居，如同
一幅赏心悦目的乡村水墨画。

然而在两年前，新阳村并非如此美丽。山
乡巨变的结果， 得益于湖南省军区帮扶工作
队的倾力帮扶。

27岁的刘义心算得上“长征”路上的伤病
员，因肌营养不良症导致瘫痪，虽品学兼优考
上大学却不得不放弃。

新修的村部后面不远处斜坡上， 一栋破
旧的小木房格外显眼， 刘义心手脚和臀部并
用，时而坐在电脑边点击网站，时而翻越门槛
在塔院里收拾土特产， 瘦小身体每一次“蠕
动”都十分艰难。

提起儿子的身体，母亲钟菊英满脸愧疚。
她说，儿子小学四年级出现病状，没有引起重
视及时治疗，一拖再拖，最后导致肌肉萎缩，
随之而来的昂贵医疗费， 让这个本身并不富
裕的家庭变得贫困。 儿子高中毕业失去上大
学的好机会， 那几年， 儿子以泪洗面自暴自
弃，几乎丧失生活的信心。

2015年初，省军区帮扶工作队进驻新阳
村，走访中发现刘义心头脑灵活，喜爱上网，
于是引导他走上农村电商之路， 协调县邮政
公司添置设备，派其参加县里的电商培训。

“他们让我重燃生活信心，相信只要不放
弃，总会见彩虹。”点开刘义心的“农家阿哥”
网店，野蜂蜜、土家腊肉、茶油、土鸡蛋、木瓜
丝等土特产琳琅满目，他告诉我们，网店每月
纯收入1500元，加上代收水电费、邮政快递、
代售飞机火车票、 打印材料等， 每月收入
3000多元。

问起货源， 刘义心说:“从老百姓家里收
购，包装之后在网店微店上架，纯生态无污染
的山里货，非常走俏，带动大伙儿一起创收。”

对面山脚下， 新建的白族风格的易地
搬迁安置房已竣工，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刘义心家是安置对象，70平方米的新居里，
他已设计布置好村里首个“公共电子商务
服务站”，未来将与禾佳生态农业公司合作
做大做强。

走出山坳，巍巍长征纪念碑下，田野瓜
果飘香、蔬菜油绿，荷塘花蕾待放、池鱼正
肥。这里就是刘义心所提的500亩禾佳生态
农业园。

“脱贫长征路上不落一人。”省军区帮扶
工作队队长吴正平介绍， 探索股份合作扶贫
模式，引进禾佳生态农业公司，以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劳务用工等形式，让全村76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参与其中，实现稳定脱贫。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不但成了按月上班
领工资的工人， 还成了股东每年享受分红。”

刘义心的母亲算了一笔账，2.2亩土地流转收
入1000元，入股分红450元，务工收入8000
多元，一年下来，轻松挣来近万元。

从1988年开始，在桑植革命老区，省军
区扶贫“长征接力棒”传递了近30年，所驻
贫困村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阳村也
不例外。

夕阳西下，凉风阵阵，漫步新阳，惬意自
然。安居工程“阳光院”里，10户“拎包入住”的
贫困户生活幸福； 四处的荒坡瘦土代之以规
模宏大的产业基地； 杂草丛生的荒田被打造
成采摘体验观光园；“晴天一身灰、 雨天满脚
泥”的村道变成平整的沥青路；光伏发电项目
助农增收， 易地搬迁项目让贫困户住上乡村
“小别墅”。

“新长征”路上，新阳村脱贫在即，曙光在
前，正向全面小康村阔步前行。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
讯员 许辉 舒丽莉）今天下午，岳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临湘市委原副书记、 原市长龚卫国
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宣判：被
告人龚卫国犯滥用职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4
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3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30万元。对被告人龚卫国受贿所得
赃款（折合人民币）157.5万元，予以追缴，上
交国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龚卫国在
担任临湘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市长期间，在明
知其无权决定减免人防费的情况下， 仍然超
越职权，为登高湘城项目减免人防费，造成国
家人防费损失1590.6万元。

法院同时还查明：2007年至2015年，被
告人龚卫国在担任汨罗市委常委、副市长，岳
阳市文化局党组书记、 局长， 临湘市委副书
记、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李某、王某等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

105万元、美元6万元、港币20万元，合计折合
人民币157.5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龚卫国
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规为
他人减免人防费，造成国家重大损失，情节
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
人龚卫国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为
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
人龚卫国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龚
卫国受贿所得款物依法应予追缴， 上交国
库。 被告人龚卫国到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
关尚未掌握的滥用职权、受贿事实，依法应
认定有自首情节，予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
出前述判决。

上半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超8成
吉首、永州、郴州排名前三，株洲、湘潭、长沙排名倒数一、二、三位
洞庭湖主要污染物总磷平均浓度下降15%，水质呈好转趋势

红色土地“新长征”

6月15日，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新阳村，刘义心在他开设的网店上成功卖出2份土特产，开
心地笑起来。 向韬 摄

临湘市原市长龚卫国
滥用职权、受贿案一审宣判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我省2017年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定于7月15日公
布。考生可通过4种方式查询考试成绩。

今年我省360976人报名参加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 全省共设118个考区，249个考点。
各地严格按照考务细则要求进行组考，考试秩序
和考风考纪良好。4种查询方式具体为： 一是现
场查询。考生可在就读学校或当地考试机构
查询。二是网站和微信平台查
询。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
港”或“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
号查询。三是声讯查询。湖南电信
用户可以通过拨打全省统一的声

讯号码16885858（自动台）或1607160（人
工台）查询。 四是短信查询。湖南移动用
户通过发送“CJXK#”加“准考证号”（如：
CJXK#010100106）到1065899261查询；湖
南电信C网用户通过发送“CJXK#”加“准考
证号”（如：CJXK#010100106）到1062899261
查询；湖南联通用户通过发送“CJXK#”加“准考
证号”（如：CJXK#010100106）到1062899271
查询。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在旷野，在海上，在高山，一座座高耸入
云的白色“大风车”，在风中惬意地转动着叶
片，越是风紧，它转得越快。如此蔚为壮观的
场面，就是风能发电。

风能发电是把风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全
球的风能，比地球上可开发利用的水能总量
还要大10倍。 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
能源，已引起越来越多国家重视。

湖南也在加快新能源产业布局，这里面
就包括一大批风电装备制造企业。

在即将举办的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
中国馆湖南活动周上，就有湖南新能源产业
的“汇报演出”。

“我省将于7月18日至20日，在世博会中
国馆举办湖南活动周， 主题为： 永不落的太
阳———湖南好‘风·光’，以风电、光伏等新能
源产业为载体， 演绎湖南未来能源发展的新
方向、新路径。”在世博会中国馆湖南活动周
新闻发布会上，省贸促会会长、省参与2017年
阿斯塔纳世博会组委会副主任贺坚表示。

在即将飞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的近20家湖南新能源代表企业中， 就有湘
电风能这样的风电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见证
着我省风电产业的快速成长壮大。

7月13日，记者来到湘电风能采访。阔大
的车间里，整齐排列着一台台圆桶状的巨无
霸机器。一层楼高的是机舱，有多个连接口
的是轮毂，机舱保证高高的塔架与发电机相
连，轮毂则撑起了巨大的叶片。工人们在紧
张地忙碌着，每一条生产线旁，工艺流程、控
制要素和质量目标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车间只生产机舱和轮毂两大部
件， 核心设备发电机以及叶片另有生产车
间，公司对质量的控制是极为严格的。”公司
副总经理龙辛告诉记者，任何一个大型零部
件若出现设计缺陷问题，对一家风电制造企
业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湘电风能发电机组已遍布神州大地，但海
外项目布局却相当谨慎。“相对而言，国际市场

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如电价下调可能使得海外
项目无利可图。”龙辛表示，公司全球化布局十
分慎重，力争把风险降到最低，目前湘电风能
已在法国、伊朗等国建立了风电示范项目。

10年来，湘电风能已向市场提供了XE系
列直驱式风力发电机组4000多台套，在海外
只提供安装了10多台，处于样机示范阶段。

“这次参加世博会湖南活动周，就是为
了广交朋友，广泛搜集信息，也有可能在哈
萨克斯坦安装我们的风电机组。”龙辛透露。

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如在
我国西北、内蒙古等，一台风机全年的满发
小时数超过3000个小时； 而在内地的一些
丘陵地带， 全年满发小时数只有2000个小
时左右。哈萨克斯坦与我国西北地区的气候
条件相类似。长期以来，最困扰哈萨克斯坦
风电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这里的漫漫寒
冬。哈萨克斯坦的冬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50摄氏度。在这种严酷的环境里，让风电机
组安全稳定运行，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已
在积累类似气候条件下让风电机组安全运
行的经验。”龙辛说，就在与哈萨克斯坦阿拉
木湖毗邻的新疆阿拉山口， 有50台湘电风
能的2兆瓦系列风电发电机组正在运行，每
年的发电量基本上能保证230多万户家庭
的全年用电。

湘电风能近年来致力于兆瓦级风力发
电装备的制造、安装、维护及风电整体解决
方案的提供，已成为国内竞争实力较强的风
电设备制造企业，在海上风电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目前，湘电风能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
已覆盖2兆瓦到5兆瓦共10余种型号， 具有
高效节能、环境适应性强、防护等级高等特
点，既适用于高盐雾、高湿度的海洋环境，又
可广泛应用于内陆高海拔低温地区、高湿度
山地风场以及常年沙尘的荒漠地区。

龙辛说，此次，湘电风能将通过世博会平
台，向世界展示“湖南制造”，展现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兆瓦级直驱风电机组技术； 未来湘
电风能将与哈国政府和行业机构增加沟通合
作，积极参与哈萨克斯坦新能源市场的发展。

走进阿斯塔纳世博的湘企

湘电风能：湖南制造，一机“风”行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张泽鹏）今天，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产学研合作对接会在长沙召开，61个产
学研项目集中签约。会上发布了《湖南省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产学研合作对接企业技
术需求》《湖南省工业新型优势产业链产学
研合作对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为促进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的产学研
合作对接， 省经信委共征集到中联重科、中
车株机等116家企业140个产业技术需求，
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大、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等22所高校院所156个最新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

会上61个产学研项目集中签约，投资额
达13.2亿元，涵盖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中的18个产业链。签约项目中既有单个的技

术合作项目，也有校企战略合作项目，还有5
个校企共建研发平台项目。签约高校除了省
内高校院所外， 还吸引了中科院电工研究
所、武汉科技大学等省外高校院所。

近年来，湖南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
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6955.03亿
元， 占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16.8%。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
经费支出392.96亿元，投入强度为1%，位居
全国第七位，中西部地区第一位。

省经信委党组书记、 主任谢超英表示，
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 要坚持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政府搭平台，以产业链促进创
新链，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实现科技同产
业无缝对接。

我省开展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产学研合作对接
61个项目签约

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今公布
4种方式可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