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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黄诗文)“369处拦库设施全部退出，2万
多名上岸渔民已有12000余人成功转型。”12
月26日， 湘乡市两型办负责人告诉记者，随
着水府庙水库跨地区流域综合治理改革的
深入推进， 水府庙库区的水质得到明显改
善，正从Ⅳ类、Ⅲ类水向Ⅱ类水提升。

水府庙水库跨地区流域综合治理改革
被列入2017年湖南省两型改革试点工作，
首要任务是推进库区生态环境治理。自
2016年拆除43182口网箱后，今年湘乡市又

启动拦库养殖退出专项行动。在取缔369处
拦库设施的同时，关停了水域内水上餐饮、
采砂场点，退出了77个周边规模养殖场。

为了保障上岸渔民的生活， 湘乡市除
了对自行拆除拦库设施的养殖户除给予相
应补偿和奖励外， 还为渔民牵线搭桥找销
路， 千方百计让网中的鱼游向市场。 通过
“点菜式” 技能培训及出台产业扶持政策，
帮助养殖户实现转型。 养鱼20多年的左锋
是第一个签署拦库设施拆除协议的渔民，
上岸后开了一家农家乐， 生意火爆。“环境

好了，游客多了，赚的钱不比养鱼少。”左锋
笑着说。

湘乡市还调整库区流域的产业结构，
建立产业项目准入机制， 从源头上把住污
染源。“除了水府庙水库跨地区流域综合治
理释放改革红利外， 农村土地流转与金融
生态环境改革、 废弃沼气池重新利用与原
料配送服务创新改革等， 都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湘乡市委书记彭瑞林说，今后，湘乡
将继续深入推进两型改革， 让更多的改革
成果惠及百姓生活。

陈新

阳光下，一江碧水微波粼粼，几只野鸭
悠然自得地凫水嬉戏。12月26日上午9时，
张运和召集40多名“绿色营”环保志愿者到
湘江巡河。

63岁的张运和住在长沙市岳麓区银盆
岭街道银星社区， 从事环保志愿活动30多
年，是一位老环保人了。12月24日，张爹又
接过了岳麓区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民
间“河长”的“帽子”。

上午9时30分许， 巡河从银盆岭大桥西开
始，沿着湘江一路往南走，直到龙王港入江口，

全长1.4公里。张爹告诉志愿者，巡河的关注点
是：河滩上有无垃圾，有没有有害物种，河面有
没有漂浮物，水质是否变差等等。一旦有情况，
立刻拍照留证，并打电话向相关部门反映。

张爹拿着一把火钳和一个垃圾袋边走
边看，精气神很足。大概往南走了500多米，
发现游步道上有几块鞭炮碎屑， 他赶紧用
火钳捡进了垃圾袋。

这几年， 湘江水质持续变好， 鱼虾多
了，不少居民爱到江边钓鱼。

“老弟，塑料袋莫乱丢啊!”走到裕湘纱
厂广场段， 一位垂钓者将一个塑料袋丢出
去，这一幕刚好被张爹看到。

“噢，不好意思，张爹，我下次注意。”垂
钓者回头，看到是张爹，赶紧捡起塑料袋，
放到包里面。

“今天你劝一次，明天你说一句，大家
都是懂道理的人， 环保意识自然就会提
高。”张爹告诉记者。

一路走来，很多居民与张爹打招呼，对
张爹点赞。

当然，巡河不只是简单地走走看看，还
要为河道“挑刺”。两年前，张爹以志愿者的
身份巡河时， 发现龙王港入湘江口漂浮着
一大片绿浮萍，他立即上报当地政府部门。
不到一天，绿浮萍被打捞干净。张爹特意发
微博为政府部门快速处理环境问题点赞。

一趟走下来，花了半个多小时。看到河
道干干净净，张运和颇感欣慰。他说：“环境
问题，只要人人关注参与，肯定会变好。”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
先导快线新能源共享汽车七城互通新闻发布
会在长沙举行， 先导快线成为国内首家在7个
城市间互联互通的共享汽车品牌。

先导快线新能源共享汽车由长沙先导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长沙先导快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开发运营，致力于打造“湖南人自己
的智慧绿色出行平台”。 自今年3月亮相长沙以
来，已相继进驻湘潭、浏阳、益阳、株洲、宁乡、衡
阳等城市，服务网点达300个，投放新能源共享
汽车2300台，通过“车、桩、位、网”一体化，为城
市智能交通提供多元化的出行解决方案。

先导快线新能源共享汽车只需手机下载
“先导出行”APP，便可全程自助操作，轻松实

现异地租车还车。下载“先导出行”APP后，完
成身份证和驾驶证认证、缴纳668元违章保证
金，即可把车开走。据介绍，先导快线新能源共
享汽车10分钟起租，起步价仅3.3元，超过10分
钟按0.33元/分钟计费。

在发布会现场，先导快线与太平洋产险湖南
分公司就“金钥匙代步车服务项目”签约。双方将
以“一车换一车”模式，解决车险事故后的“代步
之忧”，全面提升用户体验。据悉，先导快线也是
全国首个提供“新能源出险代步车”服务的企业。

长沙先导快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莉莉介绍，明年，先导快线将实现全省14个
市州出行共享、互通互联，“金钥匙代步车服务
项目”也将逐步在全省推行。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梁园宇）“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绿色环保的
农产品，还赠送富硒米，真是太好了，这样的活
动希望经常有。” 市民朱女士拎着大包小包的
农产品心满意足地说。近日，首届郴州乡土上
品直供会在城区青年大道锦绣东城小区举行。
直供会上，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会员供
应的有机生态鹅、藏香猪、高山板栗、冰糖橙等
200多种精品农产品和地方小吃应有尽有，市
民还能现场体验抖糍粑、手切米粉等具有浓浓
乡土特色的活动。

团郴州市委书记牛威威介绍，郴州是农业

大市，农产品一直存在卖难问题，团郴州市委
注重培养农村青年电商，通过他们的电商平台
把各地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
消费者手中。针对涉农领域创业青年普遍存在
的缺资金难题， 团郴州市委为10余家涉农青
创企业争取了省创会提供的无偿资助金92万
元，连续两年从青年创业专项经费中每年拿出
近100万元，专门资助在农产品销售方面有发
展潜力的农村青创项目。团郴州市委还着眼农
村青创企业长远发展， 积极指导推动符合条
件、具有潜力的青年创新创业企业在湖南股权
交易所的“湖南青年创新创业板”挂牌发展。

长沙租车 衡阳还车
先导快线共享汽车实现七城互通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黄姿）今天上午，中车株洲所旗下的湖南
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简称“中车通
号”)正式落户长沙经开区。这意味着中国中车
补齐了“走出去”的一块短板，也为长沙轨道交
通产业链增添了新动能。

中车株洲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布局通
信信号产业。经过多年发展，产品全面覆盖国
铁、城轨及有轨电车三大领域。去年7月19日，
中车通号正式运营，其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湖南
省工程研究中心在长沙经开区揭牌。中车通号
整体迁入长沙后，将发挥长株潭一体化的区位
资源和人才集聚优势，加快公司业务拓展和工
程研究中心科研开发。

中车通号总经理方光华表示，目前国内各

大轨道交通项目都采用国际化招标流程，国内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企业一直在跟西门子等国
外顶尖企业同台竞技。 中车要具备轨道交通
“总包交钥匙”的能力，必须加快发展通信信号
产业。中车时代通号的运营有助于破解中车实
验能力不足和产业基地不足的瓶颈。

目前，长沙市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主要
布局在有轨电车车辆装备、 磁浮车辆装备、轨
道交通信号系统以及轨道交通配套零部件产
品等领域，有轨电车系统和磁浮系统是长沙发
展的主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方向。企业集中分
布在长沙经开区和长沙高新区，主要有铁建重
工、通号（长沙）轨道交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通号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湖南磁浮集团、湖南
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

中车通号落户长沙经开区
长沙轨道交通产业链增加新动能

团郴州市委助力农产品销售

湘乡市推进水府庙水库跨地区流域综合治理改革

水府庙库区再现一湖清波

民间“河长”巡河记

10个港湾式
公交站台改造完成

12月26日， 公交车驶入
港湾式停靠站。近日，长沙市
开福区完成对福元西路的提
质改造， 将沿线原有的10个
路侧公交站台改为“港湾式”
停靠站， 降低了公交车停靠
对车行道交通的影响， 让候
车乘客和行人更加安全。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