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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萍）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近日发布汽车表面涂装、印刷
业和家具制造业等3个重点行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并于2018年
1月1日起实施。 这3项标准的颁布
实施，填补了我省上述行业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的空白，为控制大
气污染物排放提供了环境监管执
法的重要依据。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近地
层臭氧和细颗粒物PM2.5生成的重
要前体物，是导致城市灰霾和光化学
烟雾的重要污染物质来源。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浓度过高时能引起急性中
毒，轻者会出现头痛、头晕、咳嗽、呕
吐等症状；重者会出现肝中毒甚至很
快昏迷，造成生命危险。 挥发性有机
物主要来源于燃煤和天然气等燃烧、
汽车尾气、建筑和装饰材料、家具和
家用电器生产、喷涂等多个行业，《大
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气十条”和

《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均对挥
发性有机物控制提出了严格要求。

今年初，省环保厅会同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对《表面涂装（汽车制
造） 挥发性有机物、 镍排放标准》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等进行立项，列入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2017年度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 同时，我省各级环保
部门开展了以石化、 有机化工、表
面涂装、 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
VOCs排放总量和源成分谱的统计
核定工作，准备针对重点行业制定
有针对性的重点源VOCs减排技术
方案 ， 建立重点行业和企业的
VOCs减排核算和监管体系。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上
述3项标准的实施， 不仅可以让相
关部门在监管过程中有法可依，更
能促进生产工艺落后、排放不达标
的企业退出市场，推动行业转型升
级，带动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何铭 ）今天，我省
首张“交通一卡通”在益阳推出。 这
标志着我省“交通一卡通”互联互
通改造进入关键实施阶段。 湖南用
户持有该卡，可在全国实现联网的
200个城市内乘坐公交、地铁。

记者看到，在益阳试发行推出
的“交通一卡通”名为“银城一卡
通”，与普通交通卡大小一致，正面
标记有“交通联合”标志。

益阳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新
春介绍， 全国通用的“交通一卡
通”，均可在标有“交通联合”标志
的公交车辆刷卡机上使用。 目前，
益阳10路、16路公交车均已安装有
“交通联合”标志刷卡机。

记者当天在益阳乘坐10路公
交车，手持一张益阳“银城一卡通”
上车刷卡。“滴”的一声，刷卡机上
显示扣除车费2元。 记者又持一张
标有“交通联合”的青岛“琴岛通”
再次上车刷卡，也同样可用。

据介绍，“交通一卡通”不采用
实名制。 益阳市将在明年春节前正
式发行并推广该卡，并开通在线充
值等业务。

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预计在2018年3月底前，全省14
个市州将完成“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改造。 届时，湖南用户持有带
“交通联合”标志的“交通一卡通”，
就可在全国联网城市刷卡乘坐公
交、地铁。

按交通运输部计划， 未来的
“交通一卡通”还将应用于停车、缴
费、医疗、旅行、高速ETC等支付领
域。

根据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发布的《推进“互联网+”便捷交通
促进智能交通发展的实施方案》，
到2018年基本实现重点城市群内
“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截至2017
年底， 全国已有北上广深等200个
城市完成了“交通一卡通”互联互
通改造。

�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李昶 吴辉云 ）今
天，建行湖南省分行与省住建厅联
合召开“住房+金融+互联网”政银、
银企全面合作签约仪式，并宣布建
行长沙、株洲地区住房租赁企业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 省住建厅厅长鹿
山表示，政、银、企三方携手，将致
力于解决当前住房租赁市场监管
难、监测手段不足、市场供给短缺、
服务欠完善等问题。

活动仪式上，湖南建行与省住
建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并与保
利、碧桂园、恒大、绿地、龙湖、中
粮、建发、华润、长房、鑫远等17家
大型房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建行此次率先上线的住房
租赁企业服务平台，服务对象包括开
发长租公寓的房企、 住房租赁企业、
中介机构、有住房需求的个人。 签约
房企可通过平台，向市场推出租赁房

源，以此推动“由售转租”。 平台支持
租赁方、承租人之间互评，也提供向
政府主管部门反馈的投诉渠道。

该平台发布的房源，既包括政
府推出的公租房、廉租房、直管公
房等，也包括租赁公司、中介代理
运营的商品房、 个人持有的房源。
湖南建行高度重视房屋来源真实，
将利用大数据对中介、房东、租客
进行严格的身份核查。

为解决住房租赁企业规模不
足、 金融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湖
南建行除为公司及个人租赁提供
贷款外，还创新开发了20项住房租
赁金融产品，全方位满足住房需求
集群化、住房成本低廉化、租赁社
区规模化等需求。

除建行外，目前还有多家银行
宣布进军住房租赁市场。 业内专家
表示， 未来租房市场会越来越规
范，租户的权益将有更多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段丽洁

2017年即将落幕，一年的阴晴雨
雪，我们经历了哪些天气气候事件？

12月28日， 省气候中心发布了
2017年湖南9大天气气候事件， 分别
为：1951年以来最强降水过程、1951
年以来第二强暖冬、盛夏极端高温热
浪、8月中旬旱涝急转、 初春降水异
常、9月暴雨多发、区域性夏秋干旱明
显、秋老虎发威、深秋霾重。

1951年以来最强降水过程。 2017
年6月22日至7月2日，全省平均过程降
水量286.9毫米（区域暴雨过程综合强
度指数为1951年以来第一高值），单站
最大过程降水量为592.2毫米；73县市

出现极端降水事件，27县市连续10天
最大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受其影响，
湘江干流全线、资水中下游、沅江干流
全线及洞庭湖区出现超警戒水位洪
水，部分站点出现超历史水位洪水。

1951年以来第二强暖冬。 2017
年冬季（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
全省平均气温8.8摄氏度， 较常年同
期偏高2.0摄氏度， 位居1951年以来
第二高位（仅次于1999年冬季）。

盛夏极端高温热浪。7月10日至8
月13日，湖南出现大范围高温热浪天
气，高温最长持续时间28天，过程最
高气温41.8摄氏度；89县市出现高温
热浪天气，19县市达到重度高温热浪
标准，46县市出现极端高温事件。

8月中旬旱涝急转。 8月12日至15
日出现强降水过程，13县市达到极端降
水事件标准。湘中偏北地区旱涝急转，4
县市出现气象洪涝。

初春降水异常。3月共出现3次暴雨
过程，共出现20县次暴雨，全省平均降
水量为204.5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
63.5%， 居1951年以来第3高位；3月中
下旬全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阴雨天气，
湘中、湘南有77县市达到连阴雨天气标
准， 5县市出现重度连阴雨。

9月暴雨多发。 全省共出现暴雨
43县次，其中大暴雨2县次。 共出现3
次强降水天气过程，以19日至20日为
最强，湘中以北地区受灾严重。

区域性夏秋干旱明显。 7月中旬

至8月上旬全省高温少雨， 湘中以北
地区59县市出现气象干旱，3县市出
现重度气象干旱，8月中旬干旱缓解。
湘中以南气象干旱于9月中旬开始发
展，11月16日干旱范围最广（82县市
出现干旱，其中7县市为重旱）。

秋老虎发威。9月23日至27日，全
省有68县市出现日最高气温≥35摄
氏度的高温天气，5县市出现轻度高
温热浪；9月30日至10月2日，有36县
市出现高温天气， 高温终日（10月2
日）较常年偏晚9天。

深秋霾重。 10月下旬至11月上
旬，湖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霾天气，
期间共17天霾县次数在30以上，11月
4日共80县次出现霾。

湖南首张“交通一卡通”在益阳推出

一卡坐遍200个城市公交地铁
湖南建行进军住房租赁市场
与省住建厅达成战略合作，与17家房企签署合作协议

3项地方标准严控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涉及汽车表面涂装、印刷和家具制造3个行业，
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2017年湖南9大天气气候事件发布

阴晴雨雪中，一年时光又过去

2018年3月底前全省14个市州将完成“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改造

� � � � 12月28日，益阳在湖南率先推出“交通一卡通”，可在全国200个联网城市乘
公交、地铁。 刘建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