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陈昊）
今天中午12时， 历时4年建设的永顺到
吉首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试运营。

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
内的永吉高速公路为我省西北部区
域重要省际通道， 是我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七纵九横”中第七纵重要组
成部分， 起点设在位于永顺县泽家
镇海洛村的海洛枢纽互通， 与张花
高速、永龙高速交汇，途经古丈县、

吉首市区与包茂高速公路对接。 主
线长84.557公里， 连接线长20.585
公里，概算投资94.47亿元。

公路沿线65%地段属于喀斯特
地貌，山高谷深，风险源多，地质条件
极为复杂，环保和景观要求高。 全线
桥隧比例高达43.8%（古丈段桥隧比
高达62%），共有桥梁106座，隧道14
座，部分工程建设规模、技术难度为
省内或国内少有，是我省建设的高速

公路中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
永吉高速公路建设创造了高速

公路施工领域的多个“国内首例”和
“全省第一”： 猛洞河特大桥主跨268
米， 为省内同类型跨度最大钢管拱
桥， 已被列入世界最高桥梁名录；那
丘隧道大型廊道厅堂式超大型溶洞
处理创我省高速建设史上之最；芙蓉
镇酉水特大桥主跨230米， 为省内连
续钢构单跨第一；罗依溪特长隧道为

目前省内在建高速公路最长隧道；默
戎高架桥为省内连续多跨钢构排名
第一； 石家寨互通104.5米小半径梁
架设为国内首例，高墩60米小半径连
续现浇箱梁为国内首例，互通高度及
施工难度为省内第一。

永吉高速公路顺利建成通车，
对实现与相邻地区的快速对接，发
挥自治州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 � � � 11月30日，永
吉（永顺至吉首）
高速公路古丈互
通，在青山绿水的
映衬下显得蔚为
壮观。 当天12时，
永吉高速公路永
顺至古丈段通车
试运营，标志着永
吉高速公路全线
建成通车。

张五一 覃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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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彭雅惠
通讯员 田拥军

11月29日至30日， 第二届亚
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这是我省继去年举办首届亚太低
碳技术高峰论坛后， 再次举办这一
盛会。

记者了解到， 从2016年开始，
湖南与亚洲开发银行将共同连续
举办5届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
此外， 亚行首个低碳城市建设贷款
项目也落户湘潭， 由此开启湖南与
亚行合作的新篇章。

湖南与亚行究竟有何“缘分”？
湖南低碳城市建设有何亮点？

亚行首个低碳城市建
设贷款项目落户湘潭

在开幕式上， 亚洲开发银行
行长特别高级顾问小西步透露，
亚行将和湘潭市合作开发首个低
碳城市发展项目， 帮助湘潭市建
设低碳城市。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 该合
作项目是亚行第一个低碳城市建
设贷款项目， 也是我国低碳城市
试点第一个利用国外金融机构贷
款的项目。

据介绍， 亚行将提供3.5亿美
元低息贷款支持湘潭低碳城市建
设。 贷款将聚集在老工业城区转
型、 近零碳示范区、 城市公共交
通体系、 大气监测等领域， 旨在
树立一批低碳城市的标杆工程，
形成一套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机
制。

为何亚行青睐湘潭？
二者“缘分” 源于2013年5

月， 亚行正式向湖南省提出技术
援助项目， 将亚太气候技术金融
试点中心 （CTFC） 下的子项目

“将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融资需求与
国家发展战略、 计划和投资优先
选项有机结合” （TA8109） 落户
湖南省。

该项目合作诞生了一批优选
低碳技术， 并发布了 《低碳技术
促进机制》（征求意见文本）。 这对
于吸引外省及国外先进低碳技术
落户湖南， 帮助我省提升自主应
对气候变化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初尝甜果， 我省与亚行合作
进一步深入。

2014年底， 亚行以技术援助
项目的形式， 支持湘潭市进行低
碳城市建设的路径设计和工作方
案研究。 经过一年实施， 帮助湘
潭市建立切实提高能源效率、 降

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绿色低
碳发展路径。

今年10月， 湘潭市国家级低
碳城市试点建设贷款项目纳入了国
家2018年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划，
由此“牵手” 亚行。

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
坛连续5年落户湖南

去年， 湖南举办了首届亚太低
碳技术高峰论坛。 本届峰会透露，
湖南将与亚行连续5年举办这一峰
会。

省发改委透露， 此举旨在将峰
会打造为亚太范围内低碳发展领域
的重大品牌性活动。

在本届峰会上， 省发改委和美
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签署低碳城
市合作项目二期合作备忘录， 中国
平安银行与省联创低碳经济发展中
心签署促进低碳技术企业融资合作
备忘录。

根据协议， 美国可持续发展社
区协会将支持株洲、 湘潭两市研究
提出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达峰路径与
实施方案， 并研究减排技术和融资
方案。 平安银行将为我省“绿匠工
场”计划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为我省
形成绿色产业集聚奠定基础。

2010年以来，我国已批准81个
城市作为全国低碳城市试点。今年1
月， 我国第三批45个低碳城市试点
名单出炉，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四
个城市列入试点范围。此外，娄底市
提出创建“零碳城市”。

各个试点城市此次集聚一堂，
展出交流低碳发展经验， 获得与会
嘉宾点赞。

在长沙， 城区清洁能源与新能
源公交车占比达84.2%； 株洲在全
国率先启动了夏热冬冷地区被动式
低能耗居住建筑项目， 可节能90%
以上；在湘潭，以新能源汽车装备、
风力发电装备、 储能装备等为主力
的新能源产业稳步壮大； 娄底出台
了全国首个地市州《碳源碳汇核算
报告》和《零碳经济发展规划》；郴州
则结合国家循环经济试点、 国家园
林城市、绿化模范城市等建设，低碳
产业体系构建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这些创新的政策和方法，为其
他国家和城市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和
管理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 亚洲
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高级顾问小西步
介绍。

按计划， 我省与亚行除了共同
举办亚太低碳技术高峰论坛外，还
将继续深入推进我省低碳城市建设
工作。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记者 曹娴）
我省持续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 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全省环境监察移动执法
建设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10月，
全省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993件，罚款
金额逾1.59亿元。

按照“应查尽查、应罚尽罚、应移尽
移”的原则，环保部门对发现的环境违法
行为运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停产限
产”“移送行政拘留”和司法移送等手段进
行依法查处。 1月至10月，我省查处环境
违法案件中，按日计罚案件39起，处罚金

额1092.91万元；查封扣押案件400起，限
产停产案件192起。

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局长王盛才
介绍，全省各级环保部门高度重视群众
举报、志愿者发布信息以及环保部门日
常随机抽查监管、在线监控、监督性监
测等，发现疑点，深挖案源。 以中央环保
督察为契机， 结合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推动了一批疑难案件的查处。

今年我省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层
面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的联络机构，随
后14个市州均成立相应机构；建立并完

善了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线
索通报、案件移送、资源共享和信息发
布等工作机制。 截至10月底，全省办理
移送行政拘留案件433起， 移送污染环
境犯罪案件58起。

会上通报了永州红狮水泥有限公
司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未报批案， 张家
界大业创展有限公司涉嫌采取其他规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且拒不
改正违法行为案等11起环境违法典型
案例。

（案件通报情况见新湖南客户端）

周月桂

12月1日起， 中国将调降187项商品
的进口关税 ， 平均税率由 17.3%降至
7.7%。 这无疑是一则让“海淘族”喜出望
外的好消息。

据报道， 这是2015年以来中国第四次
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 调整范围涵盖
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衣着鞋帽、
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各类消费
品，共涉及187个8位税号，绝大部分是中国
消费者海淘、海外购的热门品类，如智能马
桶盖、化妆品、奶粉、尿布等。

此轮降税不仅覆盖面广，而且降幅
明显，其中 ，婴幼儿特殊配方奶粉的进

口关税由20%直接降为零关税， 婴儿尿
布及尿裤的关税从7.5%降为零关税。

可以看到， 此次调整紧紧围绕消费需
求旺盛、国内供给不足的一些优质、特色产
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反
映在消费领域，最典型的是，随着消费不断
升级， 国人的许多消费需求在境内得不到
满足，纷纷转向境外购物。 此次调整，意味
着消费者能在国内以更便宜的价格， 购买
到高品质进口商品，满足消费者的“美好生
活需要”。

与此同时，进口企业也欢欣鼓舞。据长

沙海关统计，今年1至11月，我省纸尿裤进
口货值600万元左右，按此口径，仅此一项，
预计明年同期就可给我省从事纸尿裤进口
生意的企业降低税收成本45万元。

下调关税也对国内消费品生产企业发
出了明确的信号。 近年来，我国不断降低消
费品关税，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必将
加剧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市场竞争。 目
前，湖南的纸尿裤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拥有
一朵、倍康、舒比奇等多个纸尿裤品牌，在
省内外占有一定市场份额。 随着进口纸尿
裤关税下调， 进口纸尿裤必然抢占更多本
土市场， 省内生产企业需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生产适合消费升级需求的产品，这也有
助于推动本土品牌的发展壮大。

�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于振宇） 今天，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原党委书记屈孝初涉嫌受贿罪一
案， 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 由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向湘潭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屈孝初享有的诉

讼权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屈孝初，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意见。 湘潭
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
屈孝初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
独或者伙同他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1月30日， 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亚太低碳技术
高峰论坛在长沙闭幕———

亚行牵手湖南
共建低碳城市

湖南检察机关依法对屈孝初提起公诉

永吉高速全线通车
创造高速公路施工领域多个“国内首例”和“全省第一”

前10月我省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993件
罚款金额逾1.59亿元，移送污染环境犯罪案件58起

谈经论市 关税下调释放了哪些信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程祖杰

“修建沥青道路耗资180万元、安
装路灯27.4万元、修建神鹰广场42.8万
元……”11月30日上午，在慈利县苗市
镇黄花溪村村务公开栏前，10多位村
民仔细查看村里项目建设、收入支出、
危房改造名单等公示内容。 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 热烈地讨论着村里的公开
事项。“过去对村里情况不了解。 现在
好了， 大事小事看看公开栏就知道
了。 ”村民杨平华说，村里花了多少钱、
办了什么事，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黄花溪村的村务公开栏，由慈利
县民政和民族宗教局统一制作，高
1.5米、宽7.5米，按照“标准统一、样式
统一、内容统一、要求统一”的原则，
主要包括村干部及其职责、 财务公
开、项目建设、社会保障、惠民政策、
村规民约等板块。该局局长杨年耀介
绍，先后听取群众、村干部和乡镇负
责人意见， 最终明确村务公开的内
容、版式、机制等，通过公开内容的规
范固定，做到简明、扼要、实在，真正

实现一目了然，方便群众监督。
“自从有了这个村务公开栏，这

里总是很热闹。 ”村支书周宏喜告诉
记者，为了方便群众查看村务公开内
容， 把村务公开栏设立在村部路口，
村民第一时间就可看到。

“风格统一、字迹工整、美观大
方。”在黄花溪村村务公开栏里，记者

发现，大到村级财务开支、村级项目
建设、五保户和农村低保户的动态管
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情况，小到
村干部工资报酬、每家每户的粮食直
补、贫困家庭教育资助等内容，都是
老百姓关注的事。“村务公开的内容
中， 村民最关心的还是村级财务开
支、上级惠民政策以及村民社会保障

落实等情况。 ”周宏喜说。
“以前，我也不相信公开的内容，认

为这块牌子是给‘上面’看的。 ”建档立
卡贫困户方加武说，如今，他每天从村
务公开栏路过时， 都会停下来瞅一瞅，
看看有没有新内容。 原来，在一次村务
公开中， 他发现读小学5年级的小孩可
以享受每年1000元的教育补贴， 而村
里却把他漏掉了。 发现情况之后，方加
武赶紧向村里反映情况，补办好相关手
续，村务公开栏中“贫困家庭教育资助
表”中很快加上了他小孩的名字。

为确保村务公开做到全面、真
实，该村严格执行4个步骤：由村委会
确定公开的具体内容， 提出公开方
案，村民监督委员会对方案和内容进
行审核、补充、完善；村党支部会议、
村支两委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村民
议事会议讨论确定；村委会利用公开
栏等形式公开；每次公开，都将公开
内容记入村务公开台账，以备查阅。

“村务公开，亮了干部的箱底，露
了集体的家底，明了群众的心底。 ”40
多岁的村民赵爱民发出感慨道，“这
样的村务公开，个个信服、人人认可!”

村务公开栏背后的故事

慈利县黄花溪村———

亮箱底 露家底 明心底

� � �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村务公开是保障和增加群众知情权的重要途径、创新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根
据省委、省政府部署，各地要在12月底前完成村务公开栏的规范建设，规范公开党组织建设、精准扶贫、社会救助、资金使用、惠农补贴等10项重点内容。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开辟“村务公开栏背后的故事”专栏，选择一批村务公开典型进行报道。 敬请关注。

11月30日， 村民关注村务公开栏。 向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