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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曹娴）《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今年5月1日起实施。
《办法》共36条，政府兜底担责、明确县以上固废
管理部门职责、 落实乡镇和社区职责等新规均
是亮点。

《办法》明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
纳入政府和部门年度考核； 对无法明确责任主
体的固废污染， 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确定有
关责任主体履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 县级以上
政府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
建设专用分类回收暂存场所，对化肥、农药等农
业投入品的包装物和农用残膜进行回收， 进行

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
《办法》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制定生

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提出要求，明确政府、单位
和个人的相应义务， 为我省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城市餐厨垃圾必须
交由有经营资质的单位收集、运输和处置，禁止
将餐厨垃圾及其资源化利用新产品作为食品销
售或者用于食品生产。

《办法》规定，严禁将省外的危险废物转移
至本省行政区域内贮存或处置， 严格控制环境
污染风险高、 环境危害大以及可回收利用物质
少的危险废物， 从省外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域内
进行资源化利用。

《办法》要求矿山企业定期对周边地下水、
土壤、 大气和地表水等环境质量状况和尾矿库
坝体的位移情况进行监测， 及时发现并处理异
常情况。 固体废物填埋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安
装使用监测设备，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情况。

作为有色金属大省， 我省危险废物产生量
居全国第二位。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
2012年，省环保厅就提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
立法建议， 并列入湖南省2013年度立法项目。
此后4年间，广泛开展调研、考察、座谈，组织立
法听证和论证。 今年1月17日，《办法》经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全票通过。

� � � �湖南日报5月３日讯(记者 田育才)5
月3日上午，在“2018年湖南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张家界绿色金融行” 活动上，张
家界市政府与11家省级金融机构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总金额达1131亿
元，这将全面助力张家界绿色经济发展。

签约仪式上， 张家界市政府与11家
省级金融机构签订《金融支持绿色经济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湖南
省分行和10家市级金融机构， 分别与项
目企业签订合作意向， 意向支持项目企
业197个，总金额达980.93亿元，刷新张
家界市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签约基础设

施项目54个、330.71亿元；签约产业发展
项目81个、429.45亿元；签约社会发展和
民生建设项目62个、220.77亿元。

近年来， 张家界深入实施“对标提
质、旅游强市”战略，扎实推进“旅游+金
融”融合发展，注重发挥金融在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的主渠道作用， 加强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引进、改
革金融服务机构，多次开展政银企对接，
为重点项目搭建银企合作平台。 至2017
年12月末， 该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557.56亿元，增速居全省市州第一位，有
力助推了张家界绿色经济发展。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曾佰龙 尹卫国)今天上午，湘潭市
召开招商引资开发项目新闻发布会，公
布243个招商引资开发项目， 总投资
5565.7亿元，开启招商引资新引擎，助力
产业项目建设年。

湘潭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筛选发布的243个招商项目，包括工业
项目71个，总投资2001.9亿元；农业项目
18个，总投资140.4亿元；旅游、服务业项
目87个，总投资2500.8亿元；社会民生项
目27个，总投资188.5亿元；基础设施项
目18个，总投资161.5亿元；特色小镇项

目11个，总投资437亿元；农业示范园项
目11个，总投资135.6亿元。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2017年4
月，湘潭市出台《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
作的若干政策措施》，即招商引资“黄金
十条”，包括对招商项目落地的要素保障
方面的优惠政策、 对企业高管和经营团
队的奖励政策、 对企业创新转型升级发
展的奖励政策、 对安商服务方面的政策
规定等，如今又实行了“市长+链长+盟
长+行长”的“四长”机制，将进一步为来
潭兴业的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打造投
资洼地。

固废防治 有法可依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和部门年度考核

�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邓星照 刘昭云）5月2日，节后上
班第一天， 邵东县星沙物流园项目建设
现场一派忙碌，工人们在抓紧施工，干得
热火朝天。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产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流保障。

据了解，今年来，邵东县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呈现产业招商、落地开工“两旺”。1
至4月， 全县今年22个邵阳市重点产业项
目已开工14个，完成投资15.97亿元。

为搞好项目建设， 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 邵东县对引进的符合产业政策的新
项目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 招商引资成

效明显。 一季度，该县举办招商洽谈活
动5次，先后引进了投资30亿元的碧桂
园智能制造小镇、投资3亿元的中联影
视IMAX（巨幕电影）等大项目。 同时，县
里狠抓项目落地， 完善了廉桥医药科技
工业园、仙槎桥五金工业园、晶博小镇、
国际商贸城等园区设施， 花卉市场显创
光电、康视达隐形眼镜、衡科装配式建筑
等14个邵阳市重点产业项目相继开工。

项目建设有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今年一季度，邵东县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57.39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5.89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9.2%、11.7%。

产业项目涌三湘

11家金融机构
助力张家界绿色经济发展

签订合作意向支持项目企业197个，总金额980多亿元

湘潭发布243个招商引资项目
总投资5565.7亿元

邵东14个重点产业项目相继开工
1至4月完成投资15.97亿元

� � � � 5月3日上午， 随着盾构
机破土而出，由中建一局承建
的衡阳市合江套湘江隧道北
线顺利贯通，实现了该工程的
南北双线贯通。合江套湘江隧
道是衡阳二环东路“一桥一隧
一路”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湖南省第三条、衡阳
市第一条城市道路穿江隧道。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衡阳
湘江两岸交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李佳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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