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孟姣燕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今天上
午，首届天下洞庭·滨水休闲旅游高峰论
坛在湘阴县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帐篷
会场举行，来自全省的专家学者、旅行商
等300余人齐聚一堂，对话“湘江-洞庭
湖”旅游开发，以及滨水休闲旅游开发的
模式、方向和产品等内容，为促进湖南全
域旅游发展建言献策。

柳思维、林峰、符奕斌、钟永德、金潮
等专家学者， 围绕环洞庭湖生态旅游带
发展、 滨水休闲旅游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定位、游艇小镇的研究与实践、破解滨水

旅游项目实操八大痛点等分别进行主题
演讲。专家学者认为，湘阴乃至湖南，都
因江湖而生、因江湖而名，水丰、水清、水
美无可复制；深度挖掘优质水资源，加快
发展滨水旅游新业态， 是目前我省全域
旅游发展的短板所在，也是潜力所在。

本次活动以“滨水休闲旅游———机
遇与创新” 为论坛主题， 由省旅游研究
院、湘阴县政府主办，湘阴县文物旅游局
承办。活动负责人表示，举办这样一次专
业对话交流， 旨在共同为推动滨水旅游
发展贡献智慧， 力争形成有开创性的思
路、有针对性的方案、有借鉴性的建议。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 传承千年技艺
和窑火，再现岳州窑的辉煌历史。今天上
午， 湘阴县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渔窑
小镇窑火正旺。 随着岳州窑柴窑烧造点
火仪式开始， 首届岳州窑文化艺术节开
幕了。

“岳州窑是展示湖湘文化的重要名
片， 也是湘阴最响亮的文化名片之一。”
湘阴县县长李镇江称， 湘阴将在复兴岳
州窑的学术、艺术、旅游、经济价值方面
做文章，还原岳州窑应有的历史地位，促
进岳州窑文化产业发展。

湘阴的岳州窑是全国6大名窑之一，
独特的岳州窑烧制技艺传承了上千年，
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深厚，目前已入
选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从1983年至1988年间，湘阴县共
发现25处古窑址，主要分布在洋沙湖、青
竹寺、铁角嘴及县城区域。岳州窑传承人
陈灿宇认为，湘阴地理位置优越，鹤龙湖
蟹城与岳州窑隔湘江而望， 开发岳州窑
观光区、体验区、精品馆等，将成为助推
湘阴旅游经济的又一“增长极”。

本次文化艺术节活动将持续到28日。
柴窑烧制的30余件“首窑”岳州窑青瓷艺
术品， 均由省内10多位书画名家在陶瓷
器皿上题写书画，极具收藏价值。活动期
间，主办方将在洋沙湖对“首窑”艺术品
进行公益拍卖， 所得资金将用于岳州窑
文化复兴。与此同时，近100名国内外陶
瓷界顶尖学者和专家将参与岳州窑文化
复兴研讨会， 着力让古老的岳州窑焕发
出新的时代风采。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汪令维

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 欣赏沙滩落
日远景，品尝独具风味全鱼席……9月26
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游客乘
坐游轮，来到湘阴县横岭湖青山岛畅游，
体验岛上神仙般的生活。 来自上海的朱
先生感慨：“登沙山远眺，水天一色，霞鹜
齐飞，风月无边，景色醉人，有如世外桃
源，不虚此行。”

“秀美清灵青山岛， 养在深闺人未
识”。青山岛位于湘阴县最北端，是南洞
庭湖中的一座自然孤岛， 面积11.2平方
公里，具有重要的生态旅游价值。

在这座位于横岭湖湿地保护区北翼
的美丽岛屿上， 渔民们一直平静地过着
慢生活，演绎了一部自然和人文、历史与
现实的传奇。 青山岛是南方渔业文化的
发祥地，素有“青山天下渔”之美誉。奇岛
必藏奇物， 青山岛植物共有82科337种，
动物主要有4类260余种。 青山岛还处于
世界鸟类栖息亚太飞行线上， 是世界三
大鸟类迁徙线之一。 岛上鸟类多达207
种，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就有中华
秋沙鸭、东方白鹳、黑鹳等7种。

青山岛历史上曾称为青草湖、 青草

山。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上交通枢纽
的天然优势，使得这里也成为历代兵家必
争的战略要地。吴楚相争、秦荆交恶，这里
干戈不息，战鼓长鸣。1941年，日寇攻陷青
山岛， 杀害我驻岛官兵和无辜百姓800多
人，制造了震惊三湘的“青山惨案”。

千百年来， 不少历史名人在青山岛
流连忘返， 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壮
丽的诗篇。 诗圣杜甫晚年曾两次来到青
草湖，赋有《湘夫人祠》《舟泛洞庭》《宿青
草湖》《宿白沙泽》等；唐朝的韩愈、郑谷，
宋代的黄庭坚、 米芾、 张孝祥等著名诗
人， 也都在此留下著名诗篇。1918年春，
著名政治活动家、 理论家蔡和森在湘阴
农村开展社会调查，曾泛舟洞庭湖，夜宿
青山岛，写下著名的《归国谣·今宵月》。

近年来， 随着户外生态旅游的迅速
兴起，美丽的青山岛不断吸引“背包客”
和“驴友”前来造访。将故事融入风景，把
风景变成产业，湘阴依托资源优势，以湖
滨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强宣传力度，逐
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大力发展农村休
闲观光旅游业，将青山岛打造成“春季踏
青、夏季避暑、秋季露营、冬季观鸟，一年
四季来吃鱼” 的户外休闲游与乡村生态
游格局。去年，湖南省山地户外休闲健身
大会在青山岛成功举办。

�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郭健 彭丽娜） 今日， 全球第一尊

“世界和瓶” 不锈钢雕塑在醴陵落成揭幕。
它以21米的高度、9米的跨度，耸立在沪昆
高铁醴陵东站广场， 成为即将于9月28日
开幕的2017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
会的“和平使者”。

据介绍，“世界和瓶” 不锈钢雕塑将在
世界各地建成100尊，传播中华文化，展示
中国形象。而其创意正是来自1911年的醴

陵釉下五彩瓷代表作“扁豆双禽瓶”形象再
造。 此瓶原型高46.8厘米， 撇口直径20厘
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如凤凰之尾。一组
向上攀升的“扁豆”，象征播撒和平的种子；
“双禽”则象征中西文化和谐相处，寓意“播
种和平、友好相处”。

当天， 醴陵市还举行了醴陵中国陶瓷
历史文化名城馆、 醴陵世界陶瓷科普馆以
及渌江广场、状元芳洲、瓷谷书吧和花海等
8大新建场馆揭幕仪式。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谢凡）房地产开发企业依然看好湖
南前景。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月至8月，
全省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031.56亿元，同
比增长15.9%，比1月至7月提高0.8个百分点，
投资力度在加大。

数据显示，我省房地产投资中，住宅完
成投资1248.96亿元，同比增长11.4%；办公
楼完成投资106.51亿元，同比增长0.6%；商
业营业用房完成投资387.97亿元， 同比增
长16.7%。

投资方向与全省商品房销售形势基本
保持一致。前8月，全省住宅、办公楼、商业

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分别同比增长9.4%、
36.4%、59.8%， 而销售额则依次同比增长
16.8%、29.5%、58.1%。

到 8月末 ， 我省商品房待售面积
2324.2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1%。住宅、
办公楼、 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分别下降
40.6%、16.5%、 6.7%。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今天下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迎来了
一批特殊的“客人”，5头澳大利亚柠檬鲨搭乘
悉尼—长沙航班抵达机场， 经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快速验放后， 顺利入境通
关。这是湖南口岸首次直接进口观赏鲨鱼。

飞机一落地，检验检疫工作人员迅速登
机并进行入境动物现场查验， 包括核查货
证、检查运输记录和观察鲨鱼健康状况等工
作，在确认货证相符、动物健康状况良好后
允许卸货。数小时后，鲨鱼全部卸离飞机，专
业消毒人员有序开展对接卸场地、运输工具
等的消毒和废弃物处理。随后，这批鲨鱼在
检验监管下，按照指定路线运抵指定隔离检
疫场———益阳市海洋城， 开始为期30天的

隔离检疫。
为保障鲨鱼顺利通关入境，严防动物疫

情跨境传播，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益阳办
事处和长沙机场办事处联动协作，确保鲨鱼
进境全程无缝监控，并帮扶进口企业理顺进
口流程，完善防疫和无害化处理等相关制度
和设施，会同企业代表、动植检专家和相关
承运部门等提前部署进境运输方案、制定应
急预案，共同保障国门安全。

据介绍，隔离期间，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益阳办事处将安排专员进行驻场监管，
对鲨鱼进行临床检查， 掌握其健康状况；对
隔离场工作人员的日常饲养管理、消毒用药
等工作进行监管，以确保其符合进境动物隔
离检疫规定。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杨琳）今天，记者从湖南铁塔公司获悉，为确
保2017年国庆中秋期间网络运行安全畅通，
湖南省铁塔公司与湖南移动、湖南电信、湖南
联通近日就国庆中秋通信保障对接沟通。

为保证及时、 有效组织指挥国庆中秋期
间通信保障工作， 铁塔公司与运营商共同成
立省、市两级应急保障工作组，切实履行监控
值守职责。国庆中秋期间铁塔14个市（州）分
公司监控中心实行24小时值班， 确保故障监
控调度工作正常进行。

据了解，湖南铁塔在全省建立了以省、市
（州）分公司各级维护人员为主的自有应急保
障队伍，要求保证24小时通信畅通，共配置卫
星电话30台。全省目前共有应急车辆29辆、应
急发电油机494台、冲锋舟2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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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人们日常生活中， 每天都产生垃圾。当
前，我省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以5%至8%的年
增长率快速增长，“垃圾围城”危机日益紧迫。

22日， 记者在益阳市环保局却看到一组
令人振奋的数据：在过去的464天里，该市垃
圾发电项目焚烧了37.3万吨城乡生活垃圾，尽
管项目仍处于调试阶段，发电量已超10960万
千瓦时， 最终需要填埋的不可利用物从74万
立方米降至约2.2万立方米， 政府处理垃圾的
成本仅50元/吨。

日前， 我省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召开的住建领域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提出，
要在全省推广垃圾焚烧处理“益阳模式”，将
垃圾资源化，纾解“垃圾围城”之困。

破题：
PPP模式解决“两个效益”矛盾

曾经，益阳的垃圾难题也很棘手。
2014年左右， 益阳城区垃圾填埋场因超

负荷运转致“减寿”，仅可再用2年至3年，而中
心城区日产垃圾已近600吨， 且以3%以上的
年增长率持续增长。

“垃圾填埋选址十分苛刻，不仅要考虑风
向、水源、气体扩散等因素，还要顾及运输成
本、填埋地周边农业生态状况等。”益阳市环
保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即使再建设一个垃圾
填埋场，也不能真正破解难题。

面对“垃圾围城”困境，益阳市政府考虑
筹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尝试垃圾资源
化、减量化、无害化，并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

大型工业项目战略投资者。 但该投资者为首
次涉足垃圾焚烧处理行业，而且选择的是“垃
圾焚烧工艺技术”，这意味着，项目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均难以保障， 垃圾虽可能减量
但并不能充分资源化。双方最终解除了合作。

鉴于环保项目民生属性偏重、利润不高，
传统招商引资方式难以控制风险， 益阳市决
定以PPP模式推进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经过两个多月竞争，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
司凭技术和管理优势、 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和较低的垃圾处理服务费， 在公开招标中
脱颖而出，成为项目投资方，特许经营30年。

项目规划一期建成后每日最多可焚烧处
理生活垃圾800吨， 年上网电量最高达8000
万千瓦时；远期每日处理垃圾1600吨，年上网
电量最高1.6亿千瓦时。2016年6月底，项目建
成运行。

实效：民众、企业、政府“三赢”
“现在，每天有900至1000吨生活垃圾从

益阳市区及桃江县、沅江市送来，电厂已开始
满负荷发电。”光大国际能源益阳有限公司总
经理冯彦明介绍， 该公司负责具体实施益阳
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记者漫步电厂内，道路清洁，花木葱茏，
鸟语清脆，呼吸间桂香怡人，全然寻不见丁点
正在大量焚烧垃圾的迹象。

冯彦明介绍，为了控制臭气外溢，项目厂
房全部采用混凝土一体化浇筑， 厂区内垃圾
运输通道采用半密闭式， 并配备目前国际上
最先进的空气除臭装置，“最关键的是， 垃圾
仓全天保持负压。”顺着冯彦明所指，记者看

到在一个2.6万立方米的巨大堆料仓里， 近万
吨生活垃圾堆积如山， 待发酵至最佳状态上
料至燃烧炉焚烧发电。仅一扇玻璃之隔，竟无
半点臭气。

仓中垃圾渗滤液全部流向处理站， 处理
后的中水循环使用， 浓水用于石灰浆制备并
最后回到燃烧炉脱硝脱硫。

在燃烧过程中， 烟气排放全面执行欧盟
2010标准，颗粒物、氯化氢、硫化物、氮氧化
物、 碳氧化物及二噁英等垃圾燃烧主要污染
物均与环保部门实时联网。

燃烧后的炉渣100%制成环保建材，飞灰和
未燃尽垃圾厂内螯合固化稳定后进行填埋。

“95%以上的垃圾都资源化了。”冯彦明说，
经过一年多调试，目前电厂发电量已接近最高
值，每天能发电32万千瓦时，上网28万千瓦时。

按照国家0.65元/千瓦时的垃圾发电上网
价，益阳市政府只需要补贴50元/吨的垃圾处
理费， 光大国际能源益阳有限公司就能保持
8%以上的年盈利率，13年左右项目成本可全
部收回。而目前，各地政企合作的垃圾处理费
在80元/吨左右。

“实现政府、社会资本、公共服务对象‘三
赢’。”冯彦明说，30年后，他们将给还给益阳
市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垃圾发
电厂。

益阳：“垃圾围城”纾解有道
———绿水青山新湖南 天下洞庭·滨水休闲旅游

高峰论坛举行
300余名专家学者、旅行商共话做活水文章

千年窑火点亮复兴之路

湘阴举办首届岳州窑文化艺术节

� � � �“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秋季露营、冬季观鸟，
一年四季来吃鱼”———

“世外桃源”青山岛

“世界和瓶”开启“醴陵瓷博”新起点
醴陵世界陶瓷科普馆等8大新建场馆同日开放迎客

备战十九大保电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开展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通讯员 阳仑 李勤奋

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宣
布正式进入党的十九大保电备战， 并开展大
面积停电应急演练， 全面检验公司系统应急
处置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此次大面积停电应急演练是2017年度国
家电网公司重点示范性演练项目，模拟山火、
异物碰撞、 变电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长沙南
部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场景。 在应急领导小
组统一指挥下， 成功实施了大面积停电事件
预警及先期处置、停电信息发布、政企联动处
置山火、变电站故障隔离及抢修、线路悬挂异
物带电处理、重要客户供电支援等应急措施。

此外，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还加强了对
配电设备的巡检， 对涉及电视转播台、 电视
台、重要用户的设备安排特巡，发现隐患、缺
陷即时处置，并做好保供电备品备件的检查、
梳理工作，以确保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全省
收听、收视和重要用户供电万无一失。

铁塔联手运营商
保通信畅通

� � � � 益阳市
谢林港镇青
山村， 城市
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图。
通讯员 摄

5头澳大利亚柠檬鲨由黄花机场入境

湖南口岸首次
直接进口观赏鲨鱼

� � � � 9月26日下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检验检疫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入境动物现场查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前8月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