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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6日讯（记者 陈淦璋）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分城市、
县城、乡镇三个层级，明确了到2021年（乡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目标到2022年）， 全省供水、供
气、污水治理、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智慧监
管平台等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目标。

《指导意见》提出，全省设市城市、县城、
乡镇2020年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95%、
90%、85%， 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97%、80%、
40%，2021年稳步提升。

2020年，地级城市建成区以及洞庭湖区

域县级城市建成区基本实现污水全收集、全
处理；2021年， 地级城市建成区基本无生活
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
乡接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城
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显著提高， 地级城
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92%以上；2022年
实现全省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基本覆盖；全
省县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
以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市
州中心城市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设市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
力的比例达到55%以上，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35%，餐厨垃圾实现有效处置，乡村生
活垃圾收集处理基本覆盖； 地级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消除比例2020年达到90%以上。

《指导意见》要求按照“县以上城市补短板、
提质量、增效益，县以下乡镇补空白、扩容量、保
运行”原则，科学确定建设规模和布局；强化政
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强调全
面推进， 并重点在环境敏感和脆弱区域实现突
破。同时，要求实施“供水提质工程”“气化湖南
工程”“污水治理工程”“垃圾治理工程”“黑臭水
体整治工程”“智慧建设增效工程”，并明确了牵
头部门和责任单位。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陈淦璋）省
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湖南省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四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2年)》
（以下简称《四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用四
年时间统一规划、 建设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
其配套管网，切实加强管理，提高运营效率，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服务乡村振兴。

《四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19年，
所有县市区开展县域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专项规划编制、可研、选址、初步设计等前期
工作； 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完成PPP项目入库

和合同签订工作； 已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运行。到2020年，洞庭湖区域所有乡镇和
湘资沅澧干流沿线建制镇， 以及全国重点镇
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到2021年，实现
全省较大规模的建制镇（建成区常住人口
5000人以上）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到2022
年，实现全省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基本覆盖。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介绍，《四年行动实
施方案》在基本思路上，明确了遵循“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统一规划、分步推进，县域统
筹、打捆实施，厂网一体、建管并重”的原则；

在实施范围上，要求实现全省建制镇基本覆盖；
在时间节点上，突出“一湖四水”重点，实施梯次
推进；在运行保障上，先建机制后建设施，确保
建得起、转得动。

同时，《四年行动实施方案》鼓励以县市区为
单元，将辖区内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整体打包，增强
项目规模优势，依法依规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坚持管网雨污分流，坚持分散和集
中相结合，多点布置污水处理设施，减少管网投
资；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包括债券资金、财政补助、
贴息和建立污水处理收费机制等。

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省政府办公厅发文提出指导意见，实施“供水提质”“气化湖南”“污水治理”“垃圾

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智慧建设增效”等六项重点工程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四年行动”启动
突出“一湖四水”重点，实施梯次推进；鼓励“整县打包”，采用PPP模式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袁昂千）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获悉，日前，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
程大塘站至雨花区政府站区间轨排实现合
龙。 至此，5号线一期工程人民路节点以南
顺利实现双线“短轨通”，意味着5号线离通
车目标又近了一大步。

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自2015年底
开工建设以来， 先后顺利攻克了下穿西湖
楼、浏阳河、圭塘河，近距离侧穿高架桥、加
油站等难点。目前全体参建者正加班加点、

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力争今年12月30日实
现通车试运行、2020年7月实现初期运营。
目前，5号线一期工程全线18个车站、19段
区间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进入了附属、铺
轨、车辆段、主变电站施工和机电设备安装
及装饰装修阶段。

5号线一期工程作为长沙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中南北向骨干线路， 南起雨花区毛
竹塘站，北至长沙县水渡河站，全长22.5公
里，设车站18个，均为地下车站，其中换乘
站7个。

长沙地铁5号线力争年底通车试运行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乔玮）今天，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
省政府常务会议已原则通过《湖南省国资
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国资监管将从管企业为主向
管资本为主转变。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出资人代表机构职
能转变，事关国资国企改革全局，《方案》明
确界定了省国资委“一专二不”的清晰定位
（专司国资监管， 不承担政府公共管理职
能，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明确提出“三
个归位于”原则：即依法将应由企业自主经
营决策事项归位于企业， 按出资关系将延
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
企业， 将配合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归
位于相关政府部门。

《方案》要求，省国资委将精简国资监
管事项36项，其中取消21项、下放11项、授
权4项。

《方案》注重放权搞活，明确管资本方
向路径。将按照“有进有退、归核归集”的思
路，打造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基础设施投资
运营集团、实体产业集团公司，加快国有资
本从低效、无效的领域和行业退出；管好企
业投资方向，严控投资风险；突出国有资本
运营，管方向、管大局、管长远、管调控。

注重监管并重，把握管资本监督重点。
《方案》提出通过加强监管协同、整合监督
资源，攥指成拳，形成监督工作一盘棋，实
现对国有资本高效、 动态、 实时的有效监
管，坚决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表示，要通过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
优做大； 培育1至2户每年有100亿利润的企
业和一批每年有数十亿利润的企业群体，力
争到2020年省属国企净资产收益率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2025年达到全国中上等水平。

国资监管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我省精简国资监管事项36项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