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黄利飞）此次
俄罗斯世界杯共有64场比赛，在11座城市的12
座体育馆进行。湖南装备制造企业中联重科深
度参建了萨马拉、伏尔加格勒和萨兰斯克莫尔
多维亚3座体育场，它们共承担14场赛事。

2016年，世界杯各个场馆相继开建，俄罗
斯本土最大的履带起重机租赁商SOPIG公司
总裁率队来长沙， 参观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

生产基地。实地考察并亲自操作后，总裁先生
表示， 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有先进的技术支
撑、能够满足各种使用功能，而且操作便捷、
日常保养维护方便， 很多方面比欧洲品牌做
得更好。

随后，SOPIG公司斥资近亿元，采购了中
联重科650吨、500吨、350吨和260吨的各型
号履带起重机。

场馆建设中， 中联重科履带起重机主要
承担吊装大型建筑材料的重任。经验证，设备
完全适应俄罗斯的低温工况环境，精准、无故
障的连续作业，获得客户好评。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国家，俄罗斯
是工程机械企业产能出海、 开展国际合作的
重要市场。中联重科2006年进入俄罗斯，现已
发展成为区域内有影响力的品牌。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记者从省邮政公司获悉，湖南省邮政
公司全新打造的无人值守智能报刊亭在长
沙试点运营。

这座报刊亭位于蔡锷路与湘春路交叉
口西南侧的人行道上， 整体外观一改长久
以来给人的印象， 半开放的亭子内部分为
两个区域：一个是报刊销售区，报刊亭每个
格子里放了不同种类的报纸和杂志。 在橱
窗的边上，有一块触摸式LED屏，上面显示
所有报纸杂志详细信息， 一共有30多种。
另一个是商品零售区，配备一个饮料货柜。

报刊亭两侧还各有一块大型的LED触

摸屏，据长沙邮政公司文化传媒部副经理唐
炯介绍， 这块屏叠加电子阅报栏功能模块，
可进行党报党刊查阅。同时该屏幕集成了公
益广告、社区活动、政府信息发布等功能。

根据长沙市邮政公司提供的数据，目
前长沙市正常运营的报刊亭不到180个，
大部分分布在城区支路和社区小巷。 在这
个微信、 手机APP等新兴媒体风起云涌的
年代，传统报刊亭进入了“寒冬时代”。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今年计划将对
全省1000余个邮政报刊亭进行智能化升
级改造， 进一步强化报刊亭作为精神文明
建设传播阵地、便民服务终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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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6月13日一早，益阳市交通发展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来了一位特殊的“勘验员”：益阳市
财政局金融与债务科科长彭建华。

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 彭建华的任务就是现场勘验拟出让土
地的基本情况、准确评估土地的拟出让价值，
让每一笔政府债务的化解方案真实、细致、可
靠。

“我们是财政资金的‘守门人’，守护好国
家每一分钱责无旁贷。”他说。

精雕细琢，以最小的社会成本
实现最大化效益

嫩绿的草坪、清新的空气、洁净的厂房，
颠覆了人们对于垃圾焚烧的传统印象。 位于
益阳市谢林港镇青山村的益阳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 是被称为“益阳经验” 的国家级
PPP示范项目。 这个PPP项目之所以能跻身

“国字号”，彭建华功不可没。
2016年2月，彭建华出任市财政局PPP管

理科科长。此时，益阳PPP模式推广运用工作
起步不久、经验不多，而彭建华接手的首个重
点项目就是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
目。

财政部门主要负责编制审定“一个方案”
（PPP实施方案）和“两个评价”（物有所值评
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等文件。为此，彭建
华和同事们组织实施机构和第三方咨询机
构，结合国内外同类项目经验和益阳实际，从
项目概况、项目运作方式、财务测算等8个方
面对项目运作全过程进行设定， 精心打磨
PPP实施方案，最终该方案被认定为“具备合
理的风险分配、清晰的边界条件设置、科学的

财务测算”。
由他把关的《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合同》文本同样是精品。合同从项目
投融资出发，对项目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
等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都逐项进行严格
约定， 尤其是将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都
写进了合同条款， 被推荐为全省同类项目的

“合同范本”。
“精雕细琢”之下，该PPP项目的垃圾处

理补贴支出中标价格降至50元/吨，不仅远低
于周边地市80-100元/吨的补贴价格，比招标
文件确定的70元/吨的行业标准最低值还要
低28.6%，每年至少可为政府节约垃圾处理补
贴费用520多万元，按28年运营期计算，可节
约财政支出1.5亿元左右。

政府花的钱少了， 项目效果可一点没打
“折扣”。据统计，项目运行近两年来，共处理
生活垃圾64.07万吨，上网发电1.96亿千瓦时，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7.93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20.61万吨。项目的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欧盟
2010标准，并连接环保部门在线监控，每5秒
钟更新1次，公众随时可以在线查看。

益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以最
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了最大化效益， 其成功运
作经验在全省推广， 彭建华也成为全省财政
系统入选湖南省PPP专家库的两位专家之
一。

精算平衡，积极稳步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

党的十九大提出， 要坚决打好防范和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益阳市响应迅速，全面部
署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工作。 重担又一次落
到了彭建华的肩上， 他被任命为益阳市政府
性债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主任。

有着22年财政金融工作经验的彭建华此
时感到“压力山大”：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要
对全市250多个单位进行摸底、对23家债务单
位进行债务清理、甄别、核实，并制定出详细
的债务化解方案，时间紧迫不说，中央和兄弟
省市也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模板， 一切都要
靠自己摸索。

没有模板就自己做模板！ 看似憨厚的彭
建华心里有股不服输的执拗， 他领着同事吃
透中央和省市所有的相关文件精神后， 从今
年2月起，夜以继日地开展债务清理工作。

12个人、60多天、20多本资料报表、10多
万个数据……彭建华和同事们将所有的资料
整理成12张表格：之前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
钱都用到哪里去了？是否合理？未来的债务该
如何归还？每月归还多少本金和利息？钱从哪
里来……12张表格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既实
现了财政承受能力与还本利息精算平衡，又
确保了到期债务与资金筹集精算平衡。

不仅如此，彭建华还设立了一本“催账台
账”，从今年5月起，每月对23家债务单位的资
金筹集情况进行三次调度： 月初明确还款金
额，月中督查项目情况，月末确认还款进度，
以确保不出现政府性债务风险。

债务清理完毕， 彭建华没有停下思考的
脚步。 他将整理债务过程中发现的不安全因
素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起草了《益阳市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从预警与预防
机制、应急响应、后期处置等方面建立健全政
府性债务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加强政府性债
务风险的监控，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紧张的工作暂告一段落。 问及彭建华现
在最想做的事情， 他答道：“回家好好休息一
下，给亲人们做顿好吃的，一家人一起围着桌
子边吃边聊天。”朴实的话里，装满了他的牵
挂和感激。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老赖”欠债不还玩消失，亲属留守家
园演“苦情戏”，法官刚柔并济拆谎言，代表
委员“把脉问诊”解难题。

6月23日，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首次
邀请四级代表委员，见证强制腾房执行现场。

“老赖”拖欠工程款玩消失，
法院强制腾房

“请你们配合法院工作，收拾贵重物品
离开。”

“房子虽在我儿子名下，但是我出钱买
的。我们身无分文，吃饭都困难。”

“您把儿子和儿媳喊来，一起商量这个
事！”

“我联系不上儿子，很久没看到他们了。”
“您孙子说妈妈经常带他去外婆家玩？”
“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没钱买车票。”
……
6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时，被执行人

易某湘家中，强制腾房开始前，法官和易某
湘父母的开场对话，让行动陷入僵局。

考虑到易某湘父母情绪过激， 芙蓉区
法院院长刘自军让部分干警离开屋内，再
耐心劝导，“本案判决已生效， 相关文书早
已送达，腾房公告也已经张贴一段时间。”

此次强制执行，源于2年前的多起装修
合同纠纷案。

2016年初， 长沙五百年装饰公司以做活
动为名， 与黄某秋在内的数十名顾客签订合
同，收取近百万元装修首付款。此后，装饰公司
运营停滞，常某艳、易某湘等股东没了踪影。

黄某秋等10人诉至法院， 讨要装修
款。判决生效后，常某艳、易某湘等人均未
履行还款义务。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被执行人易
某湘名下有一套88平方米的双层小公寓，
位于天心区香墅美地家园内。

当天，芙蓉区法院出动30余名干警强
制腾房，并邀请8名四级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见证执行。

代表委员“把脉问诊”，凝聚
执行合力

从事法律工作30年，这是全国政协委
员傅莉娟第一次见证执行。

“你们执行之前把被执行人家庭情况
调查清楚了吗？这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被执
行人又不在，法院强制腾房，其亲属思想工
作怎么做？下一步怎么安顿他们？房屋腾空
拍卖后，会否给予他们一定补偿？”

带着一系列问题， 傅莉娟进入被执行
人易某湘的住所，独自爬上二楼，仔细观察
屋内的一切，“家里晾晒着一大家子的衣
服，门口还放着一辆成年人赛车自行车，并
没落灰。家中环境说明，这应该是这一家人
的常住地。”

“法院判决生效后，就应该履行判决义
务。你们作为被执行人的父母，不要吵闹，
当务之急是把儿子喊出来， 让他出面商议
此事。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年迈的
父母和年幼的儿子去承担这一切， 也不是
一家之主该有的姿态。”傅莉娟不急不慢地
安抚着易父， 老人的情绪渐渐缓和，“您二
位要好好保重身体，法院是依法办事，会先
给你们安排临时住所， 请你们一定尽快联
系儿子出面处理此事。”

经过执行法官和代表委员半个多小时
劝说，两位老人最终配合执法。执行干警当
场凑集2000元现金，给他们用于临时租房
居住。

执行局副局长戴波告知， 如果核实易
某湘的确只有这一套房产，房屋拍卖后，法
院会给他们留足5至8年的租金。

走出公寓， 易某湘母亲突然想起一件
事， 连忙叮嘱法官，“把我衣柜的黑色提包
拿出来，里面有现金，我要带走。”

在执法记录仪的全程监控下，执行干警
拉开手提包，里面有几沓捆好的百元大钞。

芙蓉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颜斌介绍，执
行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此类“有演技”的被
执行人及亲属，法官要更为人性化，用智慧
戳穿“演技漏洞”，让“老赖”无计可施，从而
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江洪渭）今天，农行湖南分行的工作人
员再次来到蓝思科技集团，了解集团金融需
求。今年，农行湖南分行已为蓝思科技集团
新投放贷款10亿元，支持蓝思科技集团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
农行湖南分行大力支持我省产业项目建设，
截至6月初， 该行今年已净增贷款162亿元，
主要投向高新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生物
医药、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项目。

今年是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农行
湖南分行紧跟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聚
焦产业项目建设，通过开展以“走进园区、

走进骨干企业、走进新兴产业、走进重大项
目”为主要内容的“四走进”活动，精准发力，
为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目前，
该行共上门对接园区、新兴产业、重大项目
等400多个，达成意向性合作300多个。

创新金融模式，提高服务水平。针对新
兴产业、初创型企业的特点，农行湖南分行
创新开展银担、银政合作、风险补偿基金、
“投贷结合”等模式，为企业提供债券承销、
金融租赁、 供应链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
如， 通过订单融资模式向园区企业湖南华
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放“汇款贷款”
862万元等。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

员 黄姿）今天，2018年长沙市重大产业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长沙经开区、长沙县会场）在长沙
经开区举行。随着工程机械齐声鸣笛，科技园、
总部基地、物流产业园等11个项目破土动工。

这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蓝思科技黄花
生产基地、中南源品生物科技园、广汽三菱汽
车制造联动物流中心二期、 圆通速递华中管

理区总部基地及航空枢纽项目等， 预计总投
资229.34亿元。其中，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1
个，20亿元以上项目5个。

这些项目中， 备受关注的是蓝思科技黄
花生产基地项目，由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 占地约1700亩。 项目预计总投资
100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0亿元，新增
税收1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5万个。报介绍，该

项目主要面向5G时代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发
展机遇，以资本为纽带聚集产业链相关企业，
打造一个具有先进制造能力的高端消费电子
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长沙县认真落实
省、长沙市“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部署，加快
推进园区重大项目建设，1至5月完成重大项
目投资220.92亿元，为年度计划的53.27%。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孟姣燕 ）
“七一”即将到来，红色旅游不断升温。记
者从长沙各大旅行社和线上旅游平台了
解到，受暑期出游意愿旺盛等因素影响，
7月份红色旅游线路预订火热， 同时，红
色旅游游客年龄结构逐渐呈现年轻化趋
势。

携程旅游网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预计
将有过1亿人次选择红色旅游，80后90后
逐渐成为主力人群， 占游客群体总量的
39%。延安的旅游热度最高，上海、嘉兴、重
庆、南京、北京、井冈山、遵义、韶山、南昌等
地也跻身十大热门目的地， 前往这些城市

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延安纪念
馆、毛泽东故居、南湖风景名胜区、中共一
大会址、古田会议旧址、红岩革命纪念馆、
八一起义纪念馆等景区， 均是多数游客必
去的“打卡地”。

今年端午和“五一”小长假，韶山分别
接待游客18.2万人次和28.4万人次， 均位
列我省假日旅游景点接待人数榜榜首。据
悉，随着我省深入开展红色旅游进校园、进
社区、 进景区活动， 以及举办红色旅游节
会，“伟人故里”红色旅游名片不断擦亮，刘
少奇纪念馆、 汝城沙洲村等红色旅游景区
均成为吸引游客的热门景区。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彭建华：

守护好国家每一分钱责无旁贷

6月25日上午， 长沙
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西园
社区， 党员们在重温入党
誓词。 当天， 该社区开展
“梧桐树下·北里讲堂”活
动， 以情景党课的形式迎
接党的97岁生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梧桐树下的
情景党课

四级代表委员为执行“把脉问诊”
———芙蓉区法院强制执行腾房案侧记

近一个月来，记者跟随芙蓉区法院执行
局干警，亲历多次周末执行现场，感慨良多。

一名失信被执行人住着近千万元的独
栋别墅，却拒不偿还银行几十万元欠款；一
名“老赖”亲属在法院强制腾房时声称心脏
不适，法官呼叫120救援车上楼施救，老人
突然利索起身收拾行囊；“老赖” 时常不现
身，让父母孩子“捍卫家”。

执行难，难在哪里？只有身处其间，方
知酸甜苦辣。

为擒 “老赖 ”，法官斗智斗勇 ，刚柔并
济。帮被执行人买药带娃，收拾东西，搬运
行李，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最初强制执行， 旁观者诧异不解；如
今，法院强制腾空民房，邻居拍手称好。

这是法治的进步， 也是执行干警努力
的成果。

“老赖”演技，难逃法眼。
公平正义的实现， 真心需要多一些换

位思考和相互理解。

■采访手记 “老赖”演技，难逃法眼

紧跟省委省政府“产业项目建设年”部署
农行湖南分行净增贷款162亿元

长沙11个项目集中开工
蓝思科技投资百亿布局5G产业链

湖南首个智能报刊亭亮相长沙

红色旅游不断升温
韶山上榜全国红色旅游十大热门目的地

中联重科参建3座世界杯比赛场馆
各型号履带起重机精准、无故障连续作业获好评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陈新） 连日来，一
段38秒成功扑灭加油站火灾的视频震撼星
城。今天上午，这7位守护安全的平民英雄走
上领奖台，接受致敬和表彰。

长沙市政府、省安委办以及中石油湖南销
售分公司，对中石油长沙岳麓大道加油站张操、
汪伏波、王凌、刘振正、朱家龙、满芊宏、郑少华7
名处置事故得力的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奖励金
额共计80万元。同时表彰中国石油湖南长沙销

售分公司和岳麓区人民政府两家单位。
6月16日上午11时许，一辆轿车因操作不

当， 造成中石油长沙岳麓大道加油站突发火
灾。 现场7名工作人员临危不惧，7秒关闸断
电，11秒疏散人员车辆，38秒扑灭大火， 齐心
协力避免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未造成人员
死亡和环境污染。

走下领奖台，回顾生死时刻，参与灭火的站
内值班负责人张操笑言“有些后怕”，“如果平时

没有演练，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偶然事故化险为夷， 背后有必然逻

辑。长沙市安委办主任、市安监局局长胡春山
介绍，一直以来，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下一
阶段， 安监部门将以此次事故成功处置为契
机，进一步查漏补缺，强化措施，确保全市安
全生产持续稳定， 为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彰显
省会担当。

38秒扑灭加油站大火
长沙7名救火员工获80万元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