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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亮斌）今天，五矿铜
业（湖南）有限公司、郴州市金贵银
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获得衡阳市环
保局、郴州市环保局颁发的，由环保
部统一印发的排污许可证， 这也是
全国有色行业首次颁发排污许可
证。此次许可证的发放，对有色冶炼
行业排污许可工作的全面铺开将起
到引领示范作用。

全面实施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
深化环境治理基础制度改革的一项
重要部署，也是新修订的《环保法》的
重点条款。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固定
污染源管理核心制度，有利于落实企
业治污主体责任，衔接整合相关环境
管理制度，全面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有色行业是国家污染治理重点
管控领域。湖南被称为“有色金属之

乡”，有色冶炼历史悠久。今年3月，
环保部布置湖南承担全国有色行业
排污许可试点， 开展该行业排污许
可参数验证、成本测算、平台测试等
试点工作。

湖南省制定了《湖南省排污许
可工作方案》，确定衡阳五矿铜业有
限公司和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全省第一批有色行业排污
许可证核发试点企业， 要求两市率

先完成试点企业的排污许可证核
发；同时指定技术支持单位，对申报
质量严格把关。经过环保部、湖南省
环保厅、 市县环保局等十余次反复
修改、审核，10月27日，两家试点企
业正式领取新版排污许可证。

据悉，下一步我省将以排污许可
为环境管理核心制度， 有效控制污染
物排放，严厉打击“无证”“超证”等环
境违法行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谢敏婷）今天，第15届中国国际
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交易会（简称
“中国粮油展”）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471家粮油加工企
业以及188家粮食机械企业参展， 现场
展出米、面、油、杂粮等粮油加工产品和
粮机设备产品共3000余种。

记者在现场发现， 此次展销内容
主要包括粮油产品、粮油精加工食品、
主食产业化产品及配套设备技术、粮
油加工机械设备、 智能控制和制造设
备、粮油包装设备、粮油仓储流通设备
和粮油精深加工科技、 节粮科技和粮
食行业信息技术等。

作为此次展会的“东道主”，湖南
组织了182家粮油加工企业参展，展
位占到展览总面积的七分之一， 集中

展示了“湖南好粮油”形象。湖南粮食
集团、克明面业、天下洞庭粮油实业、
浏阳河农业产业集团等“湘字号”龙
头企业展出的健康、美味产品，赢得
“三湘四水五谷香”的赞誉。

此次展会专门开设了扶贫展区，
对国家粮食局、中粮集团、中国储备
粮管理总公司、益海嘉里集团、湖南
省粮食局等政府部门、大型粮油企业
对口扶贫地区的产品给予免费展示。
来自全国9个贫困州县的30余家企业
到场参展，大力宣传展示贫困地区的
特色产业，引导带动行业内外帮扶资
源向贫困地区汇聚。

此次展会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共同承办，系中
国粮油展首次落户湖南。展销将持续
到10月29日。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近日，湖南维
持多云天气，霾也趁机现身捣乱。省
气象台预计， 未来7天省内晴朗无
雨，29日，一股干冷空气抵达湖南，
将带来4摄氏度左右的降温， 同时
风力加大，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今天，湘西、湘中局部出现了大
雾，会同、沅陵等7地早晨8时能见度
不足1000米，其中靖州、冷水江等5
地出现浓雾， 能见度不足500米，新
化、洪江、新宁能见度仅100米。与此
同时，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空气均出
现轻度污染。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7天省内晴
朗无雨，28日气温继续回升，大部地区
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湘中、湘西
部分地区有雾；29日至30日受干冷空
气影响，最高气温下降4摄氏度左右。

专家提醒，雾霾天气，公众要做
好防护准备，降低污染天气对健康的
不利影响，同时建议儿童、老年人及
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减少长时
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污染来临时，
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减少尾气排放。

湖南颁发全国首批有色行业排污许可证
五矿铜业（湖南）有限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领证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曹娴） 为有效打击洞庭湖区工业企
业超标排污、暗管偷排、不正常运行
污染防治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着
力改善洞庭湖区生态环境， 省环保
厅近期抽调精干力量，并联合岳阳、
益阳、 常德及长沙市望城区的环保
执法人员，组织开展了“2017环湖
利剑”涉企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环湖利剑”专项
行动对洞庭湖区工业企业实行“全
覆盖”“拉网式”排查，重点针对涉水
工业企业、 工业园区和集中污水处
理厂等， 进行每月一次的常态化执
法检查。行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
日。

此次行动将按照“关闭一批、查
处一批、移送一批”的总体要求，对

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不符合产
业政策的造纸、制革、印染、燃料、炼
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严
重污染水环境的“小、散、乱、污”企
业， 报经信部门核准后一律提请当
地政府实施关闭； 对不正常运行污
染防治设施、暗管偷排、超标排放等
环境违法行为，一律应查尽查、依法
查处； 对适用行政拘留或者涉嫌刑

事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持续
保持打击违法排污行为的高压态
势。

9月23日至25日， 省环保厅组
织了6个暗查小组， 共检查企业71
家， 发现17家存在环境违法问题。
10月16日至20日，省环保厅又组织
7个小组，通过明查、暗访、冒雨查、
回头看等方式，共检查企业83家。

我省开启“环湖利剑”行动
拉网式排查洞庭湖区工业企业，将持续至年底

雾霾天气现身
29日冷空气抵达改善空气质量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陈淦
璋）位于长沙繁华闹市的新湖南大厦营
销中心甫一亮相，望麓园街道为入驻企
业提供的工商、税务、组织机构登记等
配套服务就迅速跟上。记者今天从望麓
园街道获悉，该街道通过“筑巢引商”放
大楼宇经济集聚效应，今年前三季度税
收达到7亿元，同比增长8%。

望麓园街道位于长沙市中心城
区，总面积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4.2万人， 目前共有商务楼宇20栋，总
商务、商业面积64.37万平方米。立足
实际，该街道提出了“楼宇兴街、金融

强街、商贸旺街、文化育街”发展战
略， 以楼宇经济推动各类要素聚集，
全面释放街区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

据了解，望麓园街道通过成立楼
宇经济服务站， 每月更新楼宇招商、
空置情况， 提高对楼宇资源的利用
率；通过定期召开楼宇经济发展分析
调度会和街区物业经理座谈会，并整
合工商、税务等各类服务力量，为入
驻企业和单位协调解决难题。 同时，
该街道还鼓励引导楼宇业主“招大引
强”，扶持入驻企业“做大做强”，力争
打造3栋税收过亿元的特色楼宇。

第15届中国粮油展长沙开幕
659家粮油加工、粮食机械企业参展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郤成） 废纸进口政策调
整导致废纸价格持续上涨，今年前三
季度湖南省废纸进口价格同比上涨
22.9%。海关分析，2017年废纸进口新
政导致企业主动增加库存，推动废纸
价格持续上涨。

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三季度湖南
省进口废纸12.3万吨， 比2016年同期
增长5%；货值2.1亿元，增长29.1%；进
口平均价格为每吨1707.3元， 上涨
22.9%。进口国主要集中在美国、意大
利、澳大利亚。从美国进口量最大，为
8.9万吨，占72.4%。废纸进口地区为岳
阳和常德。

据了解，最新的废纸进口政策已经

明确，年底将不再接受外来垃圾，其中
就包括废纸。 造纸企业为了保证产出，
对库存进行补增，造成废纸资源回收偏
紧，推动废纸价格持续上涨。海关认为，
虽然纸浆进口风险整体平稳， 波动较
小，但进口依赖性的增强，仍然对纸浆
产业发展构成了潜在的风险。

一直以来，造纸企业更倾向于向
国外采购废纸，因为进口废纸中木纤
维含量高， 而国内造纸原料草浆、木
浆混杂， 导致废纸的原料纤维成分
低， 很难用来生产高档纸和纸板。海
关建议， 加快国内废纸回收体系建
设，建立完善的废纸分类、打包、运输
等方面的标准指南，从根本上解决国
内废纸回收率低的问题。

废纸进口量增价扬
海关建议尽快完善国内废纸回收体系

望麓园街道放大楼宇经济集聚效应
今年前三季度税收达到7亿元，同比增长8%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长沙市住建委正式印
发《长沙市限购区域内新建商品
住房销售摇号具体操作程序的
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明
确，即日起，长沙市限购区域内新
建商品住房销售正式实施摇号。

《通知》明确，长沙市限购区域
范围内所有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凡

累积购房客户大于可供房源的项目，
应采取公开摇号方式销售商品住房。
摇号具体操作流程分为六步，依次是
开盘销售公告、购房认筹、摇号名册公
示、摇号排序、按序选房、购房名册公
示。开发企业提前7天向公证机构提出
公开摇号公证申请，并提交公开摇号
的具体规则和方案等材料。在办理商
品房预售许可后，应拿出公示后的准

售房源进行摇号销售，于摇号3日前在
销售现场（售楼部）发布摇号公告。

开发企业应采取实名制方式公
开接受意向购房人认筹， 接受购房
认筹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认筹
完成后，编制《报名摇号名册》，并在
销售现场(售楼部)醒目位置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72小时； 开发企业进
行商品房住房销售公开摇号， 摇号
排序除生成与房源数量对应的名单
外， 还须生成房源数额30%的候补
名单；摇号完成后，购房人依照排序
名单依次选房，并当场签订认购书。

长沙市限购区域内

新建商品住房销售正式实施摇号

白果喜丰收
10月27日，城步苗族自

治县儒林镇清溪村，村民在
采摘白果。深秋时节，清溪村
的白果进入成熟期，沉甸甸
的果实挂满枝头，采摘白果
的村民们充满了丰收的喜
悦。 严钦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