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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黄启勇）湖南高速公路服务区“厕所革命”
成效初显。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今日召
开媒体通气会， 将于31日前建成13个服务区样
板示范公共卫生间。 届时，每个“样板间”都将增
设第三卫生间、淋浴区等，司乘人员如厕将更加
方便、舒适。

记者在京港澳高速长沙服务区的样板示范
公共卫生间施工现场看到， 原有卫生间已经重
新装修，顶部增设了通风系统，在男女卫生间之
间还增设了一处“灵活卫生间”。

“这是一间可灵活分格调整的卫生间。 如遇
高峰期， 可根据男女实时人数进行调整切换为
男厕或女厕。 ”湖南高速长沙管理处副处长姜鹏

展介绍，改造后的“样板间”卫生间还将设有两
个淋浴区、两间第三卫生间，卫生间入口处将增
加休息等候区。

目前， 长沙服务区样板示范公共卫生间改
造工程已完成80%， 计划于20日建成并投入使
用。

根据《湖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厕所革命”
行动计划》， 从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 全省
265座运营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公共卫生间将进
行分期分批改造升级，做到设施设备统一、标志
标识统一、服务项目统一。 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
公共卫生间分为示范类和标准类2个等级，其中
示范类服务区公共卫生间将实现“数量充足、干
净无味、舒适人性、特色鲜明”目标，标准类服务

区公共卫生间将实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
用便捷、管理有效”目标。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介绍， 全省13
个市州（除益阳外）高速管理处的13个样板示范
项目将于12月31日前完工并投入使用。 长益高
速公路的宁乡服务区B区、益阳服务区B区共2座
公共卫生间将于2018年1月底前完成改造并投
入运营。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通讯员 蒋晓斌 记者
李秉钧）“过去的‘土蹲坑’，一到夏天蚊蝇飞舞，
气味难闻。 现在的卫生间装上了瓷器厕具，干干
净净。 ”12月11日，临武县香花镇香花村用上了
无害化厕所的村民邱业芬介绍， 他家新建厕所
获得奖补1500元。

去年， 临武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五年行动计

划”，把农村厕所改造作为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群
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程来抓， 稳步推进以拆
除“连茅圈”、旱厕为重点的“厕所革命”。 按照标准
化要求，改厕实行“四个一律”，即一律入院入室，
便器一律接通自来水，水箱一律配备，化粪池容积
一律“三格化”。 各乡镇和县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组
织专业人员，开展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指导等，保

证改厕达到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
为解决改厕资金问题， 临武采取以奖补代投的

方式， 县财政对建制村每拆除一座旱厕奖补600元，
新建一座无害化户厕奖补1500元，新建一座4蹲位公
厕奖补3.5万元，每个公厕奖补资金最高达5万元。去年
来，全县共拆除旱厕4500多座，新建无害化户厕2860
座、公厕18座。 目前，已兑现奖补资金700多万元。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升 黄丽音）走进永州市冷水滩区，一座座设
计新颖、美观实用的公厕成为城乡一道靓丽风景。
12月10日，记者在该区梧桐路看到，新增的几处环
保公厕整齐大方、设施配套，美观而适用。

据了解，今年来，冷水滩区把“厕所革命”作
为文明创建、民生改善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
小处着眼、 从实处入手， 掀起建设环保厕所热
潮，一座座高颜值、高品质的公厕相继建成并投
入使用。 全区今年共新建农村公厕110座、城区

公厕100座。同时，加强城乡公厕规范管理，严格
落实维护保养、清扫保洁、消杀除臭制度，保洁
做到定人、定岗、定责，卫生标准达到“四无四
净”。 为方便市民，大部分公厕还纳入了百度地
图导航。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圣华） 今日， 被联合国卫生
组织誉为“没有被污染的神奇土地”
的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经过1年多的
提质改造正式复园。 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致电祝贺。

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前身是洪江
市雪峰山林场。 2008年1月， 经国家
林业局批准设立湖南雪峰山国家森林
公园。 2014年， 湖南雪峰山国家森林
公园成功申报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公
园总面积3478.1公顷， 森林覆盖率达
98.88%。 景区内景色宜人， 有日出、
冰雕、 雾凇、 花海等4大自然景观， 是
天然生态氧吧， 素有“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神秘雪峰、 康养天堂”
之美誉。

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开发的
旅游线路全长7.5公里， 是一个按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标准打造的以休闲旅游
观光康养为主题的特色旅游景区， 规
划建设6大板块： 坪山塘核心区、 西王
母道教文化区、 抗战纪念园、 茶马古
道生态穿越区、 自然风景区、 入口康
养酒店功能区。 计划用5年时间分3期
投资8亿元， 依托雪峰山独有的自然资
源和文化底蕴， 将景区打造成以西王
母 （华夏之母） 为核心文化主题， 以
现代森林康养为品牌的国际东方旅游
度假目的地。

� � �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郑旋）今
天，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餐厨和垃
圾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新时代可持续的
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和管理模式
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会上分享的长沙
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模式，受到参会的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和专家的肯定。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法制管
理、 资源化利用。” 长沙市城管局局长
邓鹏宇介绍， 按照上述模式， 2012年
起， 长沙正式启动餐厨垃圾资源化利
用无害化处理试点， 每天对签约的餐
饮单位进行定时、 定点上门收集。 收
集来的餐厨垃圾通过固液分离后， 废
水经处理达标排放， 废弃油脂加工成

生物柴油， 残渣则通过厌氧发酵产生
沼气用于发电。

长沙餐饮业发达，现有登记在册的
大中小餐饮机构近2万家，其中，大、中
型餐饮单位(15桌以上)4100余家，小型
餐饮单位约15800万家，日均餐厨垃圾
超过600吨。 至今，长沙所有登记在册
的餐饮机构已全部签订餐厨垃圾处置
承诺书， 日均收集处理餐厨废弃物620
余吨，餐厨废弃物实现日产日清。

2015年10月， 长沙市在开福区启
动中小型餐饮单位收集处理全覆盖试
点，2016年12月，长沙市在全国率先启
动餐厨垃圾全覆盖收运工作。 目前，长
沙市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餐厨垃圾收
集处理全覆盖的城市。

按5A级标准打造3A级景区
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盛装复园

620余吨餐厨垃圾日产日清
餐厨垃圾处理“长沙模式”获肯定

我省高速服务区厕所“样板间”月底亮相
设置第三卫生间和司机淋浴间

临武奖补代投推进“厕所革命”

冷水滩区“厕所革命”美了城乡

� � � � �荨荨（上接1版）
“实现开放崛起是全省人民的共识，是各

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
推进。 ”许达哲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推动开放
崛起五大对接行动落地， 切实提高开放型经
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
时间组织全省开放强省培训班， 深入市州进
行开放型经济政策宣讲，对全省122个县市区
开放型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督导；

省直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行动迅速，省
发改委、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人
社厅、省国资委、省国税局、长沙海关、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等
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 积极研究支持开放型
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 协调解决制约开放型
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各市州和园区快速反应，主动对接，推动
开放崛起政策落地和重大项目建设， 多个市
州组织开放崛起中心组学习， 召开开放崛起
大会，出台开放型经济支持政策。

通江达海联通世界， 开放崛起
基础不断夯实

今年以来，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成功获
批，黄花综保区封关运行，郴州出口加工区升
级为综合保税区；湘欧快线开通了7条常规线
路，国际航空货运专机正式开通，湖南拥抱世
界的水陆空通道日益畅通；通关一体化、单一
窗口、外贸综合服务体、园区综合服务中心、
订单质押和报关退税等服务机制举措强力推
进……打通联通世界的通道， 搭建开放发展
的平台，完善开放发展体制机制，湖南开放发
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水陆空通达全球 ， 开放通道不断健
全———

12月2日晚21时48分， 一架载有2.6吨东
南亚海鲜的货运包机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

这是我省首架进境货运包机， 飞机从越
南胡志明市起飞，经3个小时抵长。 包机直航
实现了鲜活水产品的大批量直接进口， 也标
志着我省国际航空货运和临空经济发展进入
新阶段。

匈牙利时间11月27日下午， 一列满载着
红酒、啤酒、麦片、奶粉、机械配件的“湘欧快
线”，从布达佩斯BILK铁路站驶出，布达佩斯
至长沙回程班列正式开通。

自2014年10月试运营以来，“湘欧快线”
成为中欧班列中的一匹“黑马”，发货量迅速
跻身全国中欧班列前五强。 今年前10个月，长
沙海关申报出口“湘欧快线” 货物7.16万吨、
4.6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1倍和1.1倍。

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运送卡
车来回穿梭， 一艘万吨级江海轮正在进行集
装箱吊装作业， 这些集装箱将运往上海洋山
港，驶往广阔的海洋。

1月至10月， 城陵矶口岸集装箱吞吐量
35.82万标箱，同比增长63.2%%，增幅居长江
内河港首位，集装箱吞吐量赶超九江、宜昌。
总投资11.8亿元的城陵矶新港二期正在紧锣
密鼓建设中，预计2018年底一、二期合计吞吐
能力将达到80万标箱。 这个通江达海的深水
良港，已成为湖南走向世界的出海口，顺畅连
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要素聚集，开放平台不断提升———
眼下，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内的黄花综

合保税区，项目建设一片火热。
今年以来， 黄花综保区几乎一天一个模

样。 今年6月8日，综保区顺利通过国家10部委
的联合验收， 成为湖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的重要平台。 黄花综保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综保区预计到年底可实现进出口总额8
亿美元以上， 并力争在封关运行3年之内，引
进外经贸企业200家以上，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额80亿至100亿美元。

随着衡阳、湘潭、岳阳城陵矶、长沙黄花
的综合保税区相继封关运行， 长沙临空经济
示范区成功获批， 郴州出口加工区升级建设
综合保税区，加上金霞保税物流中心、株洲铜
塘湾保税物流中心等， 湖南一跃成为中国中
西部地区拥有海关特殊监管区最多的省份，
为湖南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搭起大平台。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实验区、中国(长沙)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湖南高桥大市场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中非合作经贸平台、
水果药品口岸等重大开放平台均取得重大进
展，“湘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埃塞-湖南工
业园、中国（湖南）-波兰工业合作园等境外园

区加快建设。
平台发力，今年前10个月，全省海关特殊

监管场所进出口额增长104.4%。
优化服务简化程序， 国际贸易便利化水

平提高———
11月21日上午，两辆挂着香港、广东两地

牌照的大货车驶进郴州国际快件监管中心，
通过卡口时“自动识别”“自动抬杠”，顺利进
入监管中心，郴州“跨境一锁”快速通关系统
正式启动。

郴州是我省继长沙之后第二个开通“跨
境一锁”通关模式的市州。 从香港进口到郴州
的货物，不再需要由口岸海关转关、查验和换
锁，真正实现“跨境一锁”、一车到底，直接到
郴州海关监管场所办理解锁、通关手续，进出
口企业大大减少运输时间和通关成本。

在长沙海关报关，上海口岸验放通关。 12
月7日，博世汽车（长沙）有限公司一批急需的
进口零部件在上海洋山港海关采用一体化通
关模式申报通关放行后， 由汽车陆路转运至

长沙，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今年7月1日起， 所有进口货物纳入全国

通关一体化实施范围，实现“全国海关如同一
关”，我省1.6万多家外贸企业可在长沙关区或
全国任意一个海关完成申报、缴税等手续。 企
业急需的进口货物可选择口岸海关报关验放
通关， 企业进出口货物不再受湘江枯水期影
响，往年大批货物滞留口岸现象没有了，也节
约了企业成本。

今年，我省强化外贸综合服务体、园区综
合服务中心、 订单质押和报关退税等服务机
制建设，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 进一步提高全省国际贸易便利化水平。
今年以来， 全省外贸“破零倍增” 企业超过
1800家，新增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量的40%。

高水平引进来，大踏步走出去，
开放型经济铿锵前行

今年以来，开放崛起“五大行动”在三湘
大地展开，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月至11月，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2161.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2%，增幅居全国第
二；1至10月，实际使用外资121.07亿美元，同
比增长12.6%， 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
目8个，引进湘商回归投资项目743个。

外贸“超预期”增长，湖南制造向世界产
业链高端攀升———

中车株机去年首次打入欧盟市场， 今年
继续在海外攻城略地，从中亚到中东欧，从东
南亚、南亚到非洲，中车株机已获得15个国家
的30多个订单。

中联重科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
支机构，产品出口近100个国家和地区。

海工装备制造“新星”泰富重装，今年签
约20个海外项目， 海外订单总金额70余亿美
元。

湖南海翼电子商务一年销售2000多万个
“充电宝”到欧美日市场，产品畅销全球8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成长为国内营收规模最大的
科技型跨境出口品牌企业之一。

衡阳富泰宏公司今年新增生产流水线30
条，带动全省加工贸易大幅增长；广汽三菱等
汽车生产商通过链式引进， 形成汽车产业集
群，拉动汽车零配件进口较快增长；湖南中兴
供应链公司于去年8月创建后业务发展迅速，
跃升为全省第六大外贸企业……

今年以来，湖南外贸实现了“超预期”较
快增长。 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
出口提速；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优化，非洲、
东盟等新兴市场迅速拓展。

突出产业链招商， 省外境外国外资金奔
涌而来———

4月，2017年“港洽周”在香港、澳门和珠
三角地区同时举行，我省共签约合同项目419
个，总投资4227亿元，合同引进资金4107
亿元， 签约项目中有世界500强企业7个，
签约项目数量、质量、投资规模均超过历
届“港洽周”。

6月，落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精神、
湖南与央企合作对接会系列活动在北京
举行，签约63个项目，合同金额1700亿元，
签约项目数量、投资规模均为我省历年在
京举办的经贸活动之最。

11月，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
展峰会、湘商大会等相继举行。

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
上，27家世界500强企业、5家中国500强企业、
54家行业领军企业联袂亮相， 湖南向国内外
发布101个汽车产业招商项目，总投资3336.2
亿元。

第八届湘商大会暨第五届湘南投洽会
上， 多家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 中国民营
500强企业和海内外 200多家湖南商会的
2000余名客商代表齐聚一堂，着力推进“对接
500强 提升产业链”“对接湘商会 建设新家
乡”专项行动。 开幕式现场，签约投资合同项
目达22个，总投资金额903.4亿元。

随着资源、区位、环境、政策等优势进一
步凸显，湖南已成为吸引海内外资金、技术、
人才的投资创业发展热土。

今年以来，围绕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
息、 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 我省引进了麦格
纳、舍弗勒、TDK新科电子等8个世界500强投
资项目，投资总额350亿元，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强企业达193家。

对接“一带一路”，大批湖南项目正在策
划和推进———

今年，湘企海外并购频出大手笔。
楚天科技联手两家企业，斥资1.5亿欧元，

并购欧洲制药装备企业德国ROMACO集团，
这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制药装备领域规模最大
的并购案。

山河智能收购北美最大的支线飞机租赁
和维修公司———加拿大AVMAX，加快在航空
产业领域的发展步伐。

中车株机、 时代电气和时代新材等中车
旗下子公司，先后通过跨国并购、在海外设立
生产基地等模式， 推动形成株洲轨道交通千
亿产业集群。

建筑湘军海外不断收获大单。 目前，湖南
已有92家企业获得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质，
年均营业额近30亿美元， 带动湖南大批机电
产品出口和劳务输出。

农业援外合作，是湖南“走出去”的重头
戏。 以杂交水稻为主打，湖南农业龙头企业隆
平高科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
杂交水稻种子年出口量以30%至50%的速度
递增。

在埃塞俄比亚阿达玛市，“埃塞—湖南工
业园”正紧张筹建，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由
省级政府推动、 在非洲建设的境外工业制造
合作园区。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湖南产业和企
业进入非洲的支点。

“一带一路”沿线，还有泰国湖南工业园、
老挝湖南工业园、越南（湖南）商贸物流园等
“湘字号”海外园区建设如火如荼。

到2020年， 湖南将建设省级境外经贸合
作园区15家，其中3家纳入国家级园区。

湘企现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对外
经济合作，累计境外投资企业达1400余家，投
资规模近年来稳居全国前列、中部6省首位。

开放崛起，风劲雷激。 湖南正乘着开放的
长风，扬帆远航。

开放风劲 扬帆远航

� � � � 7月6日，岳阳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江海轮“华光洋山”号停靠装箱。（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蒋海兵 摄影报道

� � � � 5月27日下午，中欧“长沙-布达佩斯”国际货运班列从长沙霞凝铁路货场首发，载着41个集
装箱的货物驶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