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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文要求，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同级

党委领导下， 学习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特
别是杜家毫书记的讲话精神，做好督查落实
工作，制定出台湖南县乡两级人大工作条例
和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规范县乡
人大履职。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关
于人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 结合本地实际，
查找问题不足，建立整改清单，确保各项举

措落到实处。要做好省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
事有机统一，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指导督促各选举单位做好代表选举工作，
严明纪律规矩，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要
加强上下级人大之间的工作联系和交流，
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我省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建设，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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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绿电”十二载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俊）我省建设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取得成效。 通过质量提升实现了产
品优质优价， 今年上半年我省茶叶出口单价
同比增长30.4%； 一大批食品农产品自有品
牌大步“走出去”，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全省出口示范区内新增企业88家，新增国际
自有品牌5个、国内自有品牌13个。

据介绍， 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建设始于2010年。截至今年8月，全省
共有国家级示范区12家、 省级示范区11家，
产品涵盖了茶叶、柑橘、生猪、肉类、种子、蔬
菜、食用菌、罐头等。今年1至7月全省食品农
产品出口6.62亿美元， 其中约60%来自出口
示范区。

示范区的创建，通过质量提升实现了产
品优质优价。今年上半年，我省茶叶出口单
价同比增长30.4%，出口冻乳猪占据新加坡
80%的市场，首次实现湖南肉类产品出口塔
吉克斯坦，张家界“茅岩莓茶”出口破零。

示范区的创建，推进了传统农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祁阳县示
范区的自然韵黑茶生产企业， 一改过去传
统砖茶的模式，选用高档原料，推出类似钱
币样的“小片茶”，增加了产品附加值。长沙
县农产品出口示范区， 湘丰茶业的红茶和
绿茶加工机械， 用电热替代传统烧煤烧柴
加热方式， 大幅提高了茶叶加工技术控制
的精准度，推进了茶叶加工的清洁化、机械
化、自动化。

示范区建设助力精准扶贫。 全省已有
10个贫困县成功创建出口示范区，25个贫
困县实现了食品农产品出口。 在湘西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 探索运用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创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目前已有古丈
县、 保靖县申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创建，已初审完成。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表
示，下一步，我省要着力利用示范区这个金
字招牌， 不断加大示范区内食品农产品自
有品牌的培育， 加大示范区公共品牌的推
介。

出口食品农产品打响“湘”字牌
1至7月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6.62亿美元， 其中约六成来自
出口示范区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俊）未来将有更多的省内超市设立出
口食品农产品示范区商品销售专区， 消费者
可以在家门口买到来自出口示范区的优质食
品农产品。2017年全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长沙县举
行，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吴清海、副省长何报
翔出席会议。

记者今天在位于长沙县路口镇和通超市
内的出口示范区商品销售专区看到，200多
平方米的销售专区里，摆放着茶叶、湘莲、食
用菌、罐头等“湘字号”食品农产品。据介绍，
这是全省首个出口示范区商品销售专区，共

有32家进出口企业的417种商品。今年5月下
旬开始营业，3个月时间共实现销售210多万
元，取得了较好的试点效果。

据了解， 这些示范区商品销售专区的
优质产品是按照“同线同标同质”标准生产
的产品，即在同一生产线、按相同的标准生
产， 使内外销产品达到同样的质量水准。
“我们将把这一模式逐步向全省推广。”湖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表示， 出口
示范区的建设要注重同步开拓国内外“两
个市场”， 大力推行“示范区+同线同标同
质”，在保障出口同时，为国内消费者提供
更多优质产品。

家门口可买到出口同质食品
我省推广建设出口示范区商品销售专区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黄雁）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日发布，九
元航空将于9月1日开通长沙直飞邵阳武冈
机场的低成本航线。 这是武冈机场首次开通
低成本航线，旅客出行将享受更多实惠。

新开通的航线，从长沙起飞，经停武冈，
最终抵达海口。 该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
737-800型飞机每天执飞。 去程7时5分从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飞，8时5分抵达武冈机场；
经停45分钟后，8时50分从武冈机场起飞，10
时20分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回程9时35
分从海口起飞，11时5分抵达武冈；经停50分
钟后，11时55分从武冈起飞，12时55分抵达
长沙。

据九元航空介绍， 新航线开通初期，长
沙飞武冈机票价格为89元起。 旅客还可在8
月30日至9月1日每天21时，通过该航空公司
微信或APP，参加长沙至武冈航段59元特价
机票抢购。

低成本航空公司主要通过改变传统航
空公司捆绑服务的销售模式，从而有效控制
成本。搭乘低成本公司飞机可购买到便宜机
票，但一般需另外支付餐饮、选座等服务费
用，免费行李托运有重量限制，旅客可自由
选择服务购买。

邵阳武冈机场于今年6月28日开航，是
我省投入使用的第7座民用机场， 目前已开
通北京-郑州-邵阳定期航线。

长沙直飞武冈航线9月1日开通
开通初期机票价格89元起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滕江江）今天，由长沙银行、湖南大学联
合撰写的《湖南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对外发
布，长沙县、浏阳市、冷水江市、宁乡县、资兴
市、醴陵市、吉首市、韶山市、汨罗市、津市市
位居榜单前十强。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出席
发布会。

长沙银行作为我省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资产规模已突破4000亿元，每年超过
50%的信贷规模投向县域市场， 支持多个县
市发展物流、工程机械、生物医药、花炮、汽配
等特色产业。长沙银行负责人介绍，此次与湖
南大学合作开展县域经济课题研究， 旨在深

入研究分析县情，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据了解，《湖南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将“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作为一级指标，下设“经济规模、经济结
构、经济活力、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经济潜
力”6个二级指标。该《报告》认为，全省县域
经济基本竞争力整体呈现“东强西弱”特
点。要进一步发挥长株潭地区、环洞庭湖地
区发达县域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冷水江市、邵东县为核心，带动湘中地区
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升；以吉首市、保靖县、
凤凰县为核心， 带动大湘西地区县域经济
竞争力提升。

银行高校“共绘”县域竞争力榜单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肖日凡）长沙市住建委今天发布消息称，
8月28日起，凡取得长沙市住建委出具的《长
沙市购房资格确认书》的家庭，在长沙市购
买二手房不受限购政策影响，不再审核购房
资格，直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其他
情形购买二手房，仍按“5·20”限购政策执
行。

根据《长沙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
若干措施》和《长沙市青年人才筑梦工程实
施细则（试行）》文件精神，长沙市住建委出
台《长沙市人才购房和购房补贴实施办法

（试行）》，从8月28日起，符合人才新政者，
向市住建委提出购房申请，并提交购房资格
认定材料， 市住建委以及相关部门审核通
过，即可获得《长沙市购房资格确认书》。凡
取得长沙市住建委出具的《长沙市购房资格
确认书》的家庭，在长沙市购买二手房不受
限购政策影响，不用再审核购房资格，可直
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其他情形购买
二手房，仍按“5·20”限购政策执行。

5月20日，长沙市住建委出台《关于进一
步做好房地产住宅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即“5·20”限购政策。

手持购房资格确认书买二手房不受限购政策影响
长沙开辟人才购房绿色通道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焦蓓）今天上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首次国际海底矿区海上调查航次（统编为中
国大洋47航次）从青岛启航，奔赴东太平洋
克拉里昂-克利帕顿断裂带区域执行多金属
结核矿区调查任务，这也是国家海洋局“蛟
龙探海”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航次由中
国五矿长沙矿冶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国家
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局北海
分局负责调查技术和船舶保障。

据悉，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是我国目前

唯一的深海矿区勘探企业承包者，于今年5月
12日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署了为期15年的
勘探合同，计划在东太平洋7.2万平方公里的
矿区内开展海底资源环境调查工作， 查明合
同区多金属结核分布与矿床地质特征， 估算
推断资源量和局部控制资源量、圈定试采区。
这也是我国获得的第四块国际海底专属勘探
矿区。此次出征预计约90天，将在矿区内开
展结核资源补充探矿调查， 了解地质背景和
结核分布特征，初步圈定结核含矿区；同时开
展物理、化学、沉积和生物等环境调查，初步

了解调查区的基本环境状况。
长沙矿冶研究院是我国深海采矿和加工

利用研发的重要承担单位，自上世纪80年代就
开始从事深海多金属结核开采技术和加工利
用技术研究。去年6月，长沙矿冶研究院承担的
国家863计划项目“深海多金属结核和富钴结
壳采掘与输运关键技术及装备”， 在南海成功
完成了国内首次“深海扬矿泵管输送系统”海
上试验， 为我国首次深海采矿单体设备海试，
标志着我国深海矿物输送技术从此跻身世界
一流，为勘探后的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五矿首次国际海底区域调查启航
长沙矿冶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王亮 郝亚儒）今天，全省水利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暨首届“湖南十大水利工匠”评选
活动在长沙启动。比赛由省水利厅、省人社
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

据悉，此次竞赛职业（工种）分为3个：
河道修防工、泵站运行工、水文勘测工。参

赛人员为水利系统从事相应职业（工种）一线
技能工作的在岗人员。 水文勘测工比赛在本
次大赛中率先举行，赛程4天，竞赛方案设计
体现了新仪器技术应用、水质监测、主要测验
仪器的使用、突发事件的应对等，竞赛内容包
括基础理论考试、 水文内业操作和外业操作
比赛3部分。 参赛的59名选手是14个市州水

文局在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岗位练兵的基础
上，通过比赛层层选拔推荐的。

“湖南十大水利工匠”是指在我省水利企事
业单位一线岗位上从事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管
理、生产运行、技术研究等工作，取得突出业绩，
作出重要贡献， 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优秀水利工作者。评选条件要求是在本职业（工
种）或岗位累计工作10年以上，具有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或高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的一线
工作人员。

湖南首评“水利工匠”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肖彬

在长株潭城市群中心， 坐落着湖南一
大型火力发电企业———大唐湘潭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湘潭发电公司”）。

众所周知，火电企业以煤发电，而煤燃
烧后会产生少量硫， 以致排放的烟气中会
含有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罪魁祸首”，
不仅污染空气，而且破坏土壤和水质。

8月28日，记者从长沙出发，沿京港澳
高速行驶不到1个小时，便抵达湘潭发电公
司。走进厂区，办公楼、机组厂房、煤棚、变
电站有序布局，道路干净不见尘土，空气清
新不闻异味。 记者对火力发电的印象完全
被颠覆。

“我们是全省唯一一家连续5年获得省
环境诚信企业荣誉的发电企业。”湘潭发电
公司副总经理郑丙文说。

这家年耗煤量达260万吨的发电企
业，如何把火电变“绿电”？

12年技改，造就“近零排放”

“建厂时，发电厂所在地还是湘潭市的
远郊， 没料想随着发展已变为长株潭城市
群中心。”郑丙文介绍说，作为三地最大支
撑电源， 湘潭发电公司对长株潭地区用电
质量、电源安全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而处于
长株潭国家两型社会示范区和国家大气联
防联控重点区域， 又把企业推到环保的风
口浪尖。

2005年， 国家环保电价政策尚未明
朗， 湘潭发电公司就在全省率先进行烟气
排放全脱硫技术改造。

“尽管还背负银行贷款数十亿元，公司
仍筹措资金5.5亿元，完成了对所有发电机
组的脱硫工程建设， 当年即减少二氧化硫
排放量4.8万余吨。”郑丙文告诉记者。

脱硫后， 湘潭发电公司紧接着打响了
脱硝、除尘攻坚战。到“十二五”末，氮氧化
物、烟尘污染物排放较“十一五”末分别下
降87.74%、76.23%。 湘潭发电公司环保设
施建设和治污水平已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而此时， 国家又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节
能减排目标要求。根据国家和省要求，湘潭
发电公司须于2019年前完成4台发电机组
超低排放改造。

“环保赶前不赶后。”郑丙文说，2015
年底，湘潭发电公司投资5亿余元，再次在
全省率先技改，启动了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2016年3、4号机组通过环保验收， 大气污
染物排放达到了燃气机组水平。

同年底， 公司又启动了1、2号机组改
造。“员工主动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在保质
量、保安全的前提下，仅用55天工期，就完
成了1号机组改造，创下了一个奇迹。”湘潭
发电公司环保部副主任杨飞指着排污在线
监控系统说，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1、3、
4号机组， 脱硝效率平均值达90%以上，氮
氧化物浓度控制在30毫克/立方米左右；

脱硫效率99.3%以上， 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在
20毫克/立方米左右；烟尘排放控制在2毫克/
立方米左右，“这意味着烟囱排出的基本上是
水蒸气，实现了‘近零排放’。”

再生利用，探索“变废为宝”

在火力发电公司，“三废”处理永远是头
等大事。废气的问题解决了，废水、废渣怎么
办？

“绿色发展，不能局限于治理，发展循环
经济、走资源节约之路才是长效机制。”副总
经理郑丙文说，这是湘潭发电公司领导班子
的共识。

公司建成投产了污水集成处理系统，对
除灰用水、煤场废水、酸碱污水等100%进行
循环回收利用，连冲洗输煤皮带间地面的废
水，都要回收、处理、再利用，杜绝企业对周
围水体的污染。

粉煤灰、 脱硫石膏是火电厂主要废渣，
容易造成二次污染。湘潭发电公司设计并建
成了全国第一条电力粉煤灰干灰生产线，把
煤灰制成修筑高速公路的上好材料，市场抢
着要。 同时， 还开发出脱硫石膏板项目。如
今，公司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达100%，脱硫石
膏利用率100%。

“今后连水蒸气都不浪费。”湘潭发电公
司发展计划部副主任陈新告诉记者，公司启
动了湘潭高新区能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将
利用发电产生的水蒸汽向周边工业企业和
居民小区集中供热或制冷。目前，已向飞鸽
制药输送水蒸汽万余吨，大量减少了制药企
业燃烧小锅炉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绿电，不仅能打造绿色电厂，还将成
就绿色城市。”

■链接

我省全力推进清洁发电
2015年，我省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

放和节能改造工作。预计到2018年底，全省
所有具备改造条件的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可实
现超低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将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
其中长株潭地区机组到2020年烟尘排放浓
度不高于5毫克/立方米 。同时 ，到2020年 ，
全省现役燃煤发电机组改造后平均供电煤耗
低于310克/千瓦时。

在全力推进火电清洁生产同时， 我省还
加大开发利用风能、 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清
洁新能源发电的力度。“十二五”以来，先后建
成华能苏宝鼎、大唐城步南山等风电基地，常
德汉寿、桃源等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桑植、江
永等绿色能源示范县项目有序推进，以风电、
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开发步入了有序发展
“快车道”。

根据《湖南省“十三五”可再生能源发展
规划》，实现能源结构清洁转型是重点工作之
一，我省将继续有序发展清洁高效火电，全面
实施现役燃煤机组节能减排改造升级； 优先
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到2020年全
省风电、 光伏发电装机将分别达到600万千
瓦和300万千瓦。 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省发电
总量超过3%。

� � � � 8月28日，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机组高负荷运行，为长株潭城市群输送电力。
潭宣 摄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孙敏坚）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香港特别
行政区成立20周年巡回展览”今天在长沙
博物馆开展，此次免费展览将持续展出至9
月24日。

此次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
办， 特区政府驻湖南联络处具体承办。展

览以“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为主题，重
点展示香港和祖国同心“在一起”，共同推
进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开放进步的生动
景象。展览共分为“一起紧握机遇”“一起
拓展商贸”“一起紧扣相连”等10个单元，
图文并茂地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
易、物流与旅游中心，回归20年来背靠祖

国、面向世界取得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与内
地在经贸、金融、科技、基建、文体、保育和救
灾等多个领域的交融交往。

记者在现场看到， 展厅还布置了极富香
港特色的轮船、建筑、风景、地名等主题造型，
更为形象地展示多彩香港， 观众可在此拍照
留念，到场人士还有机会获赠纪念品。

香港和祖国同心“在一起”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巡回展览长沙站开展

———绿水青山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