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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陆建成） 今天， 被国家发改
委确认的全球最大的集中连片屋顶
光伏电站， 在湘潭九华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成并网运行。 国家发改
委、 财政部派专人前来祝贺。

这个装机容量20.8MW、 总安装
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电站
顺利并网运行， 意味着 “九华 ” 告
别了单纯向公共电网要电的历史 ，
而且进入了向公共电网输电的新阶
段。

该电站年发电量近2500万千瓦

时 ， 每年能节约标准煤7800吨 ， 纯
净水7800万升， 减排二氧化碳19000
吨 、 粉尘5300吨 、 二氧化硫580吨 ，
节能减排社会效益显著， 具有良好
的示范效果。 同时， 与大型地面电
站相比， 该电站将发电端与用电端
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仅可以减少土
地使用面积， 而且更加靠近电力需
求方， 在减少输送损耗的同时， 也
可使用电大户实现自给自足， 甚至
为公共电网供电， 可以有效缓解季
节性电荒。 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政
策支持。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谭先锋 吴哲华

进入“十二五”，节能减排的重要
性愈发凸显，将成为全社会“转方式、
调结构”的重要抓手。 近日，省政府正
式印发《湖南省“十二五”节能减排综
合性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这也是我省贯彻国家部署而发布的
节能减排“操作实务手册”。

《方案》主体内容共12大项，46条
政策措施。 再细看， 问责制、“一票否
决” 制、 强化监督检查等字眼赫然在
目。《方案》有哪些亮点？又提出了哪些
约束性指标？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袁乾培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能耗下降16%
节能3100万吨标准煤

《方案》对我省“十二五 ”规划纲
要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进行了细化。
节能方面 ，提出到2015年 ，全省万元
GDP能耗要降至0.983吨标准煤 ，比
2010年的1.17吨标准煤下降16%；整
个 “十二五 ”期间 ，要实现节约能源
3100万吨标准煤。

减排方面 ，提出到2015年 ，全省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分别控
制在124.4万吨、15.29万吨以内，分别
比2010年减少7.2%、9.8%； 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控制在
65.1万吨、55万吨以内，分别比2010年
减少8.3%、9%； 重金属铅排放总量控
制在46吨，比2010年减少15%。

袁乾培介绍，《方案》还从三个方
面提出了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的
举措。 一是合理分解节能减排指标。

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节能减排潜力、环境容量及产业布局
等因素，将全省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到
各市州。 二是健全节能减排统计、监
测体系。 建立并完善建筑、交通运输、
公共机构能耗统计制度，以及分地区
单位GDP能耗指标季度统计制度，并
基本建立全省重点单位节能减排在
线监测平台。 三是加强目标责任评价
考核。 坚持市州目标考核与行业目标
评价相结合， 把落实5年目标与完成
年度目标相结合，把年度目标考核与
进度跟踪相结合，以解决节能减排工
作“前松后紧”等问题。

袁乾培表示，省政府每年将组织
开展市州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
价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 ，并作
为领导班子和干部综合评价考核的
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
制。 同时，对做出突出成绩的地区、单
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奖励。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发挥经济政策效应

当前， 我省产业重型化的趋势没
有改变，十大优势产业中，高耗能行业
就占了6个。 着力于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方案》提出了抑制高耗能、高排放
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调整能源消费
结构， 以及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举措。

加强技术创新和推广，《方案》要
求组织高效节能、废物资源化以及分
散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共
性、关键和前沿技术攻关 ，并重点支
持稀土永磁无铁芯电机 、 半导体照

明、低品位余热利用、地热和浅层低
温能应用等关键技术与设备产业化。
鼓励支持合同能源管理，以市场化的
机制，引导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采用
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为用能单位实施
节能改造。

此外，《方案》还从价格、财税、金
融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利于节能减排
的经济政策。 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
改革，推行居民用电、用水阶梯价格；
继续对能耗超过国家和地区限额标
准规定的企业和产品实行惩罚性电
价， 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进
一步完善污水处理政策，研究将污泥
处理费用逐步纳入污水处理成本问
题；加大省财政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投
入力度等。

同时，推动金融机构创新 “绿色
信贷”，开展排污权抵押贷款试点等；
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
企业征信系统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
报告中，与企业信用等级评定 、贷款
及证券融资联动；推行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重点区域涉重金属企业应当购
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有形之手”要硬
“无形之手”更活

“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
滞后、收费政策不落实、污水处理厂
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
设计能力60%， 以及城市污水处理设
施已建成但无故不运行的地区，暂缓
审批该城市项目环评，暂缓下达建设
资金。 ”这是《方案》强化节能减排监
督检查的一大“实招”。

袁乾培说，要切实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对本
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
领导是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要求。 《方
案》列出了不少强制性举措 ，如对未
通过能评、 环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
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批准开工建
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
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金融机构不得
发放贷款，有关单位不得供水、供电。

此外，节能监察将成为依法节能
的重要手段。 《方案》指出，各级政府
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对重点用能领
域和重点污染源的执法监察，对未执
行淘汰落后产能违规使用淘汰设备、
虚标能效标识等严重违反节能和环
保法律法规的行为 ， 严格实行问责
制，由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依

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对构成
犯罪的，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既强化政府监管，也相信市场力
量。 《方案》同时提出，推广节能减排
市场化机制，包括参照国家将推出的
能效“领跑者”制度，制（修）订和完善
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产品能
效和污染物排放等强制性地方标准，
加强节能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
理、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推进排
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推行污染
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特许经营等 。 此
外，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加大对节能减
排的宣传力度，引导全民节能。

以倒逼机制
强化能耗重点控制

根据国家部署，“十二五”期间我
国将逐步推进实施地区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进一步深化对节能领域的管
理与考核。 我省也将逐步建立健全目
标分解与监督考核机制，通过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的倒逼机制，引导和强制
各地政府和用能单位合理使用能源，
提升节能能力。

而年耗能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
用能单位，将按照国家“万家企业节
能低碳行动”方案，统一纳入依法节
能范畴实施考核。 “我省将有500多家
单位纳入管控范围， 未达标的单位，
将强制实施能源审计，并依法限期整
改。 ”袁乾培说。

《方案》指出，未来我省还将进一
步突出建筑、交通等领域节能。 如建
筑领域，将从房屋建设源头提升节能
标准， 对已建好的要逐步实施换灯、
改窗等具体工程，推进可再生能源与
建筑一体化应用，积极推行房屋建筑
工厂化生产；交通领域，除进一步淘
汰“黄标车”（2005年以前注册运营的,
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Ⅰ标准的汽油
车和达不到国Ⅲ标准的柴油车 ），加
快高效、清洁、环保的新能源汽车推
广外，还将全面优化全省交通运输结
构，加快发展公共交通。 袁乾培告诉
记者：“初步估算， 当前我省工业、建
筑、交通三大领域的用能分别占全社
会能源消耗总量的65%、27%和7%，抓
好这几个领域的节能工作，也就是抓
住了大头。 ”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
讯员 张腻）今日上午，在长沙市太平
街麒麟金玉堂内，知名湘籍收藏家罗
玉其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自1979年
以来收集的毛泽东使用过的日用瓷
器118件，以此来纪念毛主席诞辰118
周年。

在现场，罗老将一束手电光射进
一只釉下彩蓝菊花边纹双面薄胎瓷
碗中，只见碗里晶莹剔透，似夜明珠
般发出幽幽蓝光；接着他用手指轻叩
碗沿，发出一阵清脆空灵的声音。

人们通常所说的“毛瓷”即是“毛
主席用瓷”的简称，也称“红色官窑”。
狭义上的“毛瓷”指20世纪70年代湖
南醴陵和江西景德镇为毛泽东生产
的釉下彩薄胎生活用瓷， 广义上的
“毛瓷” 则可泛指建国后毛泽东使用

过的所有日用瓷器。 据了解，从1958
年起至1974年止，分五批生产的 “毛
瓷”总计1555件，其中毛泽东在中南
海使用过的日用瓷器得以保存下来
的仅有379件， 现绝大部分收藏于韶
山毛泽东纪念馆，而流落在民间的约
有200件。湖南醴陵主席用瓷，主要是
釉下双面五彩花卉薄胎碗，具有“白
如雪、薄如纸、润如玉、明如镜、坚如
铁、声如磬”的鲜明特色。 红月季、红
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饰分别
代表了春、夏、秋、冬。

据罗老介绍，他计划从12月23日
起， 进行为期3天的毛主席生活用瓷
展，除上述提到的118件外，还将展出
两套（每套八枚）记录毛主席一生事
迹的毛主席像章， 广大市民如有兴
趣，可前往观看。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朱红梅 尹光超） 从12月7日
起， 长沙铁路公安处开展 “猎鹰行
动”， 严厉打击制贩假票、 假证等违
法犯罪行为。 至今天， 共捣毁制假
窝点3个，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名，
收缴假二代身份证、 军官证、 士兵
证、 学生证等各类假证652本， 假发
票3000余张， 假印章490枚。

通过梳理近3年春运期间查处的
倒卖车票案件， 长沙铁路警方掌握

了588名“倒卖车票、制贩假票倒票 ”
惯犯， 由此建立了 “倒票人员信息
库”， 为严惩倒票行为提供支持。 本
月中旬， 在对打击处理过的制贩假
证人员进行重点调查、 回访时， 民
警发现制贩假证人员彭某 （女 ， 45
岁， 双峰县人） 仍在从事违法活动。
在详细掌握彭某活动规律后， 长铁
民警于12月17日在长沙市芙蓉区远
大路一房屋内将正在制作假证的彭
某当场抓获。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陶海音）
记者今天从广深港客运专线公司了
解到， 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建设竣工
后， 经初步验收合格， 并完成了运
行试验， 将于12月26日正式开通运
营。 旅客从长沙坐高铁到深圳， 可
在广州火车南站下车后， 不出车站
重新购票就能很方便地换乘到深圳
的高铁， 真正实现 “无缝换乘”。

广深高铁起自广州火车南站 ，
沿线设庆盛、 虎门、 光明城等3个车
站， 止于深圳北站， 线路全长102公
里。 运营初期最高时速300公里， 计

划开行动车组列车36对。 每日最早
开车时间为7时， 最晚开车时间为22
时。 广州南站至深圳北站最快运行
时间为35分钟， 运营初期动车组列
车票价为一等座 100元 、 二等座 75
元。

广深高铁开通运营 ， 在广州 、
东莞、 深圳等城市间形成一条大能
力的高速铁路客运通道， 使广深间
的旅客出行更为便捷。 同时， 该线
未来将延伸至香港特别行政区， 对
增强内地与香港间的经济协作和人
员往来将发挥重要作用。

6500余盒非药品
产品被没收

专家提醒：非药品
冒充药品销售危害大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谭永安）今年，我省共查处
非药品冒充药品案件130多起，没收
违法销售的非药品产品6500盒 ，有
效净化了药品市场， 确保了老百姓
用药安全和有效。 这是记者今天从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的非药
品冒充药品销售专项整治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的。

今年我省要求全省药品零售企
业实行药品与非药品分区销售 ，同
时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食品
药品监管系统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
专项整治活动， 查处非药品冒充药
品案件130多起，没收违法销售的非
药品产品6500盒， 罚款240多万元，
查处违法广告品种300个， 对115个
采取暂停销售的行政强制措施。

又讯（记者 姚学文 ）在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今天举行的非药品冒充
药品销售整治新闻发布会上， 稽查
总队副总队长张承贵提醒公众 ，非
药品冒充药品销售危害大， 谨防上
当受骗。

据介绍， 非药品冒充药品主要
有补肾壮阳类、减肥类、抗风湿镇痛
类、抗菌消炎类、降糖类、降压类、止
咳平喘类、抗疲劳类、提高免疫类 、
排毒养颜类、镇痛安神类、消毒类等
10余种。

非药品冒充药品具有以下特
点：短期有疗效。 非药品由于添加了
药物成分， 可能产生一定的短期疗
效， 对慢性病和疑难杂症患者有较
强的诱惑力。 如减肥类非法添加西
布曲明、降糖类非法添加格列本脲、
壮阳类非法添加西地那非等； 利用
中药概念。 绝大部分非药品以“纯中
药”、“纯天然”、“回归自然” 的面目
出现，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伪造产
品批文。 伪造保健食品、保健品等批
准文号，令消费者良莠难辨；推销手
法多样。 既有通过直销、邮购或网络
销售，也有通过博览会、展销会 、健
康讲座等形式推销， 令消费者防不
胜防；虚假宣传助销等。

非药品冒充药品销售危害大 。
一是非药品夸大宣传销售， 对治疗
疾病没有实质性作用， 耽误病患的
治疗。二是严重危害公众健康。三是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节能减排有了“操作实务手册”
———省发改委负责人解读《湖南省“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杨旅
朱亚军） 今天中午，湘乡市桑梅路一
户李姓居民家的5岁男孩在上厕所
时，因地面湿滑，右脚不慎滑入厕所
便池口内，无法拔出。 当地消防官兵
紧急施救，使小孩安全脱险。

12时许， 湘乡市消防中队接到
求救电话后 ， 立即出动8名官兵赶

到现场。 只见小孩的右脚跟被卡在
便池口的塑胶管道里面 ， 动弹不
得， 而且由于被卡时间较长， 血液
不流通， 情况十分危急。 为避免给
小孩造成第二次伤害， 官兵们用破
拆工具把便池一点点敲碎， 每一步
都小心翼翼， 防止工具敲打到小孩
的脚上 。 同时 ， 不停地与小孩交

谈， 安抚他的情绪。 经过20分钟施
救， 官兵们终于成功将小孩的脚从
便池拉出。 经现场检查， 小孩的脚
只有些轻微发红， 没有任何损伤。

消防官兵特别提醒， 因厕所地
面普遍采用瓷砖铺垫， 最好铺上防
滑材料， 特别是蹲式便池在不用时
最好用木板等物盖上， 以防小孩因
地面打滑或者捡东西脚被卡住。 一
旦有小孩或者大人的脚被卡在蹲式
便池管道内 ， 切不可惊慌强行拖
出 ， 在尝试食用油等润滑剂无效
后， 应及时向专业人员求助。

五龄童右脚滑入便池被卡
湘乡消防急伸援手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周丹 ） 12月 21日一大
早， 穿着厚厚羽绒服， 围着厚实围
巾， 戴着口罩和手套， 郴州市桂东
县双色球第 2011147期 3340万元大
奖得主刘先生和邵女士夫妇出现在
省福彩中心兑奖室内。

夫妻俩都是40多岁， 桂东县城
关镇人， 均为上班一族。 当谈到中
奖经历时 ， 邵女士很是兴奋 。 她
说， 自己不常买彩票， 但是老公刘

先生却是个彩迷， 彩龄有6年多了。
由于家里条件有限， 所以买彩票也
比较理智， 一般就买几十元。 在老
公的影响下， 邵女士后来开始接触
福彩， 进行倍投加复式的购买。

“这次中奖的彩票就是自己买
的， 一共买了2注， 每注都是倍投5
倍，前面6个红球是在老公的建议和
自己的感觉下买的，蓝球就选了2个
幸运数字。 没想到中得了大奖。 ”邵
女士在交谈中一直紧紧地握着老公

的手，看得出很紧张。 刘先生摘下自
己的大口罩说道 ：“今天这身打扮 ，
就是想隐藏身份， 这样的大奖在我
们那可是重大新闻， 家喻户晓。 原
本，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中奖的，当看
见街上的宣传车时， 才想到了自己
买的彩票。 我和老婆拿着彩票一个
一个号码去核对，反复核对了几遍，
才确定是自己中了大奖。 当时，我和
老婆就抱在一起哭了， 那种感觉真
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 刘先生坦
言，这笔奖金不是个小数目，虽然还
不知道怎么使用， 但一定会参与慈
善事业，尽心回报社会，想捐助教育
事业，帮助贫困孩子读书。

福彩中奖3340万元
桂东大奖得主省会兑奖，坦言会参与慈善事业

12月22日， 长沙市阳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志愿者， 给孩子们送去食品、 保
暖用品和玩具等新年礼物， 并为他们进行康复检查，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段涵敏 摄

装机容量20MW 安装面积20万平方米

九华建成全球最大屋顶电站

118件“毛瓷”纪念毛主席
诞辰118周年

长沙坐高铁到深圳更便捷
广深高铁将于12月26日开通运营

15天打掉3窝点
长铁警方严打制贩假票假证犯罪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勇）今晚9时，广铁集团就
火车票实名制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
了解读和提醒。

火车票实名制自明年
1月1日起实行

广铁集团介绍，自2012年1月1日
（票面乘车日期）起，广铁集团内普速
线所有办理客运业务的计算机联网
售票车站（低庄、宁乡、汉寿站除外）
的普速列车，武广高铁、广珠城际铁
路、海南东环高铁、广深铁路、即将开
通的广深港高铁广深段及普速线动
车组车票实行实名制售票。但广九直
通车票、儿童票不实行实名制售票。

旅客购买实名制车票时，须凭乘
车人有效身份证件购买，并持车票及
购票时所使用的乘车人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进站、乘车，但免费乘车
的儿童及持儿童票的儿童除外。学生
优惠票、 残疾军人或伤残警察优待
票、使用残疾人专用票额的车票均需
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及规定的证
件。

购买实名制火车票的
有效证件有23种

广铁介绍，购买实名制火车票的
有效身份证件包括： 居民身份证、临
时身份证、户口簿、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人保障卡、军官证、武警警官证、士
兵证、军队学员证、军队文职干部证、
军队离退休干部证、护照、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来
往港澳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
行证、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外
国人居留证、外国人出入境证、外交
官证、领事馆证、海员证、外交部开具
的外国人身份证明、地方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部门开具的护照报失证明、

铁路公安部门填发的乘坐旅客列车
临时身份证明（以下简称“临时身份
证明”）等23种。 1.5米以上16岁以下
未成年人有效身份证件还包括学生
证。

广铁提醒：需要购票的旅客可以
使用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复印件购
买车票，也可以持乘车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或复印件替乘车人代购车
票。电话订票和互联网购票仅受理居
民身份证、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
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
自助售票机仅受理二代居民身份证
的购票和取票（广深线自动售票机还
可受理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
购票和取票）。

1张有效证件同一日期
同一车次只能购买1张车票

广铁介绍，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
一日期同一车次只能购买一张实名
制车票。

须凭证购买的学生、 残疾军人
（警察）等减价优惠（待）票，在出示有
效身份证件的同时，还须出示符合规
定的减价优惠（待）凭证原件，经核实
后方可购票、乘车。 学生票按规定核
减优惠次数。

另外，旅客持实名制车票办理始
发改签、中转签证时，无须出示有效
身份证件；办理退票时，需核实车票
及其票面所载明的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的一致性。

进站乘车须票、证、人
三者一致

广铁表示，旅客须持车票和与票
面所载身份信息相符的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方可进站、乘车。 列车验
票时，将同时核对旅客、以及所持车
票及票面所载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广铁集团解读火车票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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