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

浦发银行
入驻湖南金融中心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孔令鸿 ）
8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在长沙举办浦发金融大厦揭牌仪式，
这标志着位于长沙河西的湖南金融中心再添一员新军。

建设我省唯一的省级金融中心，是省委、省政府补齐金融
短板，激发金融创新活力的重大决策部署，将致力于打造“立
足中部、辐射西部、富有活力、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区域性
金融中心。目前，湖南金融中心聚集了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广
发银行、长沙银行、三湘银行、吉祥人寿等各类金融机构50多
家，湘江基金小镇已注册落户基金及管理公司52家，管理资
产规模突破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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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李荟
蓉 蒋仁义）6月10日，临武县重点产业项目烧结环保砖工地机
器轰鸣，30多名工人在抓紧施工。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预计8
月底竣工投产。

近年来，临武县坚持“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由主要
依靠政府投资转变到主要依靠市场投资、 招商引资和产业支
撑上来。该县精准对接“北上广”，先后引进北京隆海义盟集
团、苏州金螳螂、东莞久森新能源等大批产业项目。同时，该县
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深化“放管服”“一次办结”改革，审批办
结时限压缩60%以上； 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签订投资集成服
务协议，成立规模30亿元的恒源绿色产业投资基金。

为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该县实行“四包”责任制，即项
目指挥长、牵头责任单位、配合责任单位、服务单位包项目手
续办理、征地拆迁、纠纷调处、建设进度。要求责任单位和服务
单位严格落实项目问题清单制、交办制、承诺制、台账管理制、
清零制等“一单五制”。组成联合督查组，按照“一季一督查、一
月一通报”要求，对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开展督查。

今年，该县计划实施重点产业项目64个，总投资268亿元，年
计划投资72.7亿元。其中，市场主体投资60.2亿元，比重超过80%。
截至6月上旬，64个重点产业项目中开（复）工58个，开（复）工率达
90.6%。

�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曹娴）
国电湖南宝庆煤电有限公司（简称“宝
庆电厂”）全面实现超低排放。近日，宝
庆电厂1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通过
专家现场检查验收，大气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这是我省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
战“夏季攻势”较早完成的任务之一。

宝庆电厂的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被列入
我省今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项目，按
要求应在9月30日前完成设施改造和项目
建设。对此，邵阳市明确专人负责监督，跟

踪改造进度，督促企业按期完成任务。
据介绍，2017年7月，宝庆电厂已完

成2号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今年
来，宝庆电厂投入1.1亿余元，对1号机组
原有脱硫脱硝除尘等设施进行了超低
排放改造，于5月27日通过168小时试运
行并连续在网投入使用。 自投运以来，
设施运行稳定， 烟气在线监测CEMS设
备已通过专家现场检查验收。

根据第三方检测公司的验收监测
报告和改造后投运的在线CEMS数据，

1号机组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
排放浓度，分别低于10毫克/立方米、35
毫克/立方米和50毫克/立方米，满足火
电机组超低排放的限值标准。

据悉， 为全力推进蓝天保卫战，邵
阳市由市领导牵头指挥，颁布蓝天保卫
战实施方案，严格执行“十六个不准”。
监测数据显示，一季度该市城区空气中
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其中污染物综合
指数及PM10、PM2.5、二氧化硫，分别
同比下降6.8%、5.5%、9.5%、34.4%。

� � � � 湖南日报6月 10日讯
（通讯员 李华丽 记者 左
丹）“湘江若有意/奔腾万古
流/麓山若有情/见证你中
流击水浪遏飞舟。”近日，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副教授成小平写的《致相见
四年的你》， 在该学院毕业
生答辩会后被不断转发，因
其独树一帜的告别方式和
诗意盎然的言辞，迅速走红
网络。

记者10日上午在微信
上看到，一张圆形淡黄色的
软卡上，俊逸洒脱的小楷错
落有致：“亲爱的同学：你将
在盛夏的烈日下出发/带着
黑板上发芽的种子和图书
馆凝集的养料/去远方播种
自己的春天/你迷失在手游
的漩涡/曾吞噬我教书育人
的一帘幽梦/你渴望翱翔九
天的翅翼/拍掉了我蛛网尘
封的焦虑/你攻书不畏难的
影子/稀释了我一厢情愿的
忧伤/你侃侃而谈的论文答
辩/注定了我流离失所的爱
恋/……” 这封深情款款的
“情书”， 用诗意的语言写出
了教师对即将离校学生的
祝福和期盼及四年来师生
间的深厚情谊。

成小平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
学院设计系教师、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长沙市书法协会会员。他2006年进
入该学院任教，一直为设计类专业的学
生教授《素描》《色彩》和《速写》课程。
2016年底， 他用毛笔小楷写的一封文
艺范十足的《重修通知》，其诙谐幽默的
语言， 独特的构思和对学生的关爱之
情，让一封普通的重修通知有了别样的
教育情怀，曾走红网络。

此次写《致相见四年的你》，成小平
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学生毕业
了，想送给他们一份特别的礼物，艺术
设计讲究创意，他希望通过身体力行来
回应学生。该学院视传专业毕业生曹敏
对记者说：“我们大一时因有人不认真，
成老师写的《重修通知》，幽默的语言记
忆犹新；现在我们毕业了，又写了一封
信留给我们，鼓励我们为美好的生活奋
斗不止。”

市场主体挑起
临武产业项目大梁

磨剪子 戗菜刀
6月9日， 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街道捞刀河社区， 刀剪制作师傅为居民戗菜刀磨剪子。 当天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开

福区文体新局组织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捞刀河刀剪制作技艺进社区活动， 给大家展示刀剪制作的传统技艺， 传播非遗文
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66 5 5 0 3 4 5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4096174.7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54 0 3 1
排列 5 18154 0 3 1 1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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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曹娴
李秉钧）我省工业绿色制造成绩斐然。
今天， 在郴州举行的湖南省工业绿色
制造工作经验交流会上， 我省为一批
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授牌。

浏阳高新区、远大空调等6家企业
和园区，宁乡经开区、威胜集团等13家
企业和园区，分别获评第一批、第二批
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单位（包
括绿色园区、 绿色工厂、 绿色设计产

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等）；岳阳绿
色化工产业园、 加加食品等29家园区
和企业获评第一批湖南省绿色园区、
绿色工厂；浏阳经开区、长沙格力等53
家园区和企业， 获评2018年湖南省绿
色制造体系创建单位。

“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绿色
制造体系创建， 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国家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副
司长毕俊生表示。 据统计，2017年，我

省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
累计下降12.6%，已完成“十三五”目标
的70%。

我省工业转型升级任务仍然艰
巨。统计显示，2017年全省工业能源消
费量占全社会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为
53.6%；六大高耗能行业消费了规模工
业近80%的能源，却只产出30%左右的
增加值。

省经信委副主任李志坚介绍，我

省将通过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
级， 继续组织实施百家工业企业节
能节水工程， 培育壮大绿色制造产
业等措施， 今年再认定30家以上省
级绿色工厂和2家以上省级绿色园
区， 力争获批20家以上国家绿色工
厂。

此次交流会由省经信委主办， 省工
业通信业节能监察中心、郴州市经信委、
省节能研究与综合利用协会承办。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李秉钧 何庆
辉 曹娴）今天下午，湖南（郴州）节能减
排研讨会在郴州举行。国家工信部电子
信息司、中国光伏产业联盟、中南大学
等国内节能环保与新能源领域的专家
学者，为节能减排把脉、支招。

研讨会上， 中国光伏产业联盟秘
书长王勃华介绍，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

设计、制造技术国际领先，已经成为我
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步参与国际竞
争、并取得领先优势的行业。近日国
家部委发布《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
有关事项的通知》，光伏电站标杆上
网电价和分布式光伏补贴再“退坡”
0.05元每千瓦时，王勃华表示，国内
光伏产业目前基本面整体良好 、发

展潜力巨大， 国家发展光伏的方向
是坚定不移的， 对光伏产业的支持
是不动摇的；但市场需求急速下降、
产能过剩现象以及补贴“退坡”等，
让企业面临巨大压力， 新政出台将
倒逼企业发展核心技术、降本增效。

中南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廖胜明解读了“十三五”期间国家下达湖

南省单位GDP能耗下降率16%的能源
“双控”目标。他指出，实现“双控”目标任
务艰巨，节约用能、智慧用能势在必行，
需要通过科学布局产业能源结构、 加强
重点领域节能、 实施节能重点工程等相
关措施，实现能源“双控”目标。

远大空调、国网、中广核等企业，就
节能减排综合服务项目作了详细介绍。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李秉钧 罗
徽）6月10日下午， 湖南省公共机构节
能技术推广暨项目对接会在郴州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约300名合同能源管
理专家、 节能减排项目代表、 企业代
表，分享节能技术，洽谈合作项目。

此次对接会是2018湖南（郴州）节能

减排和新能源产业博览会主体活动之
一。现场，郴州市与国家电网湖南综合能
源服务有限公司、 中广核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签署《共同推进郴州
市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节能和新能源开
发战略框架协议书》，2家企业拟投资40
亿元， 开发建设郴州市公共机构节能改

造和新能源项目。同时，安仁县与湖南东
尤水气能节能有限公司签署创建国家级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战略合作协
议， 安仁玉潭实验学校与中广核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签署光伏发电
项目合作协议。

对接会上，来自湖南大学、中国绿

化基金会、海尔中央空调等高校、机构
的专家及企业负责人， 就科学推进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 公共机构节能技术
及应用案例、 屋顶绿化对公共建筑节
能的意义等方面发表演讲。 省内各市
州政府有关部门就节能改造项目与参
会企业进行合作对接。

19家单位进入绿色制造“国家队”
目前有29家省级绿色园区、工厂，53家省级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单位

节能减排 专家支招
光伏新政倒逼企业发展核心技术、降本增效

技术推广＋项目对接
我省政企合作共推节能减排

宝庆电厂全面实现超低排放
投入1.1亿余元实施改造，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均低于规定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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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李华）8日， 第七届全国
自驾车旅游发展峰会在郴州市北湖区举
行，湖南、广东等28个省、市、自治区自驾
旅游与露营房车协会负责人及相关专
家、学者等参加。

这届峰会以“自驾车旅游助力全
域旅游发展”为主题，由中国旅游车船
协会自驾与露营房车分会、 中国旅游
景区协会主办。会上，郴州市、北湖区
被评为中国优秀自驾游目的地， 资兴
市被定为中国自驾游目的地试点城

市。会上，还发布了湖南、广东等6省份
13条自驾旅游精品线路。 作为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 郴州市大力发展自驾车
房车露营旅游，提出了“中国自驾旅游
示范城市”理论体系，创立了“中国自
驾旅游公共图形标准”，得到业界高度

肯定。
6月7日晚，2018中国南方露营大会

在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仰天湖草
原举行， 吸引了湖南、 广东、 江西等地
400多位露营爱好者， 前来欣赏南方高
山草原风光。据介绍，从今年起，中国南
方露营大会将永久落户北湖区。近年来，
北湖区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区、中国最美生态休闲旅游名区，
今年建成全国第一条自驾旅游公共服务
标准化景观大道———郴仰公路， 引来大
批游客。

全国自驾车旅游发展峰会在郴州举行

400多位露营爱好者欢聚北湖区

� � � �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 （记者 邓晶琎）“我前天提出申请，
昨天接到电话通知， 今天就来现场领取执照了。”8日上午，浏
阳市星德辉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福星， 在浏
阳市民之家企业开办大厅高兴地领到了企业营业执照。

如今，“最多跑一次”“只进一扇门” 成为在浏阳办事的常
态。去年，当地建设了全省首个市民之家，设置180个办事窗
口，可办理621个事项，其中607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占
比98%。今年，浏阳再次“加速”，明确将企业开办时间由原来
的平均11个工作日缩减至3个工作日内。目前，浏阳成为我省
企业开办审批时限最短的地区。

这是我省积极对接北上广，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2017年11月，我省印发《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
导则》，旨在借鉴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先进经验，结合
湖南实际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配
套完善的商务环境，进一步提升开放发展水平。

全省各地积极学习浙江“最多跑一次”经验，加速推进审批服
务便利化改革：株洲首批451个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可在各办
事大厅或通过网上办事平台实现“最多跑一次”；郴州对群众和企
业到政府办理的投资项目审批、 不动产登记等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公布“一次办结”事项1651项，占总事项的93.6%……

对接北上广，湖南在加速。今年，我省还将建立全省企业
开办“并行一站式”服务平台，将企业依次向各部门提交材料
的传统办事流程，改为一次提交、同步办理、信息共享、限时办
结的“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流程；力争从8月开始实现企业网
上办照、网上申请刻章、在线申领发票等环节并行办理；年底
前，长沙市企业开办时间将压缩至5天（工作日）以内，其他市
州企业开办时间将压缩至8.5天（工作日）以内。

优化大环境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最多跑一次”在湖南
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