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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湖南省天然气利用中长期规划
（2012-2020年）》 日前正式发布。 到
2020年， 天然气管道将覆盖全省14个
市州级城市和88个县级城镇； 天然气
年消费量达到135.6亿立方米，占全省
能源消费总量的7.3%； 使用天然气的
人口将达2700万， 占全省人口的三成
以上。

自2005年川气入湘以来， 湖南天
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 20%以上；到
2015年， 预计全省管道运输天然气年

消费量达71.5亿立方米。
目前， 湖南境内天然气长输管道

有13条， 总里程为901.1公里，14个市
州中仅覆盖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
阳、益阳、常德7个市，全省天然气消费
结构也以城市燃气和工业燃料为主，
没有发电和化工等用气。

湖南可供利用的天然气资源包括
省外引入资源和省内自产资源两部
分。 省外引入资源主要为已建的忠武
线潜湘支线、 西二线樟树———湘潭支
干线，拟建西三线、中卫———贵阳联络

线和规划的新疆煤制气外输管道供应
的天然气； 省内自产资源主要为页岩
气、煤层气等天然气。

“十二五”期间，向湖南供气的国
家输气管道将达到5条。 其中，中石油4
条，包括已建成的忠武线、西气东输二
线，“十二五” 期间将新建的西气东输
三线和中卫———贵阳铜仁联络线，到
2015年向湖南省供气量不少于65亿立
方米；中石化一条，将在“十二五”期间
新建新粤浙煤制气管道， 初定向湖南
省供气量超过10亿立方米。

根据规划，2015年前，湖南将新建
天然气输送管道3013公里， 管道覆盖
14个市州级城市和58个县市级城镇，
气化人口1500万。“十三五”期间，湖南
省还将新建21条天然气输送支线管
道，到2020年，全省天然气管道总里程
将达6344公里， 形成以忠武线潜湘支
线等管道为依托的“四纵四横”省级骨
架干网。届时，14个市州级城市和88个
县级城镇全部实现管道气化， 气化人
口2700万，全面实现“县县通、全覆盖”
的目标。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肖光明）今天，邵东县黑田
铺乡金玉亭村养殖户谢更祥以
13.2元每公斤的价格， 忍痛卖了8
头肥猪。 与春节前的最好行情相
比， 如今的生猪出栏价下跌了3.8
元每公斤。他告诉记者：“辛苦几个
月，到头来还亏了2000元。 ”

谢更祥的辛酸，正是当前我省
养猪户的真实写照。据省畜牧局最
近通报，今年生猪价格下跌已创出
近10年来最快速度。 春节后短短
11周， 全省生猪价格跌落总幅度
达30.74%。 4月17日，全省生猪平
均价格下跌至12.68元每公斤，环
比上月下滑 9.69% ， 同比下滑
12.49%。

养殖生产成本却不断增加。除
养殖场建设成本大幅上涨、劳动力
价格刚性上涨外，饲料等养殖业投
入品的价格也持续上扬。 目前，全

省玉米、 豆粕、 配合饲料均价为
2.67元、4.42元和3.52元每公斤，同
比 分 别 上 涨 2.31% 、17.87% 、
7.98%。 饲料价格不断攀升，生猪
价格却快速下滑，两头挤压养殖户
的生产效益。

目前，我省反映盈亏情况的猪
粮比价为4.76∶1，已连续6周跌入
5.5∶1的亏损区， 从4月10日起更
是跌入5∶1的重度亏损区， 养殖
户自繁自养的出栏生猪，平均每头
亏损200元以上；购买仔猪户则每
头亏损250元以上。

■链接：
猪粮比价： 通俗来说就是生猪

价格和作为生猪主要饲料的玉米价
格的比值。 一般情况下，生猪价格和
玉米价格比值在6.0∶1，生猪养殖基
本处于盈亏平衡点。 猪粮比价越高，
说明养殖利润越好，反之则越差。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刘咏梅 陈天云） 农村
集中供水价格应按照补偿成本、
合理收益、 节约用水、 公平负担
的原则， 以低于县城终端供水价
格 （包含污水处理费、 垃圾处理
费的价格） 核定。 省物价局、 省
水利厅近日出台 《湖南省农村集
中供水价格管理试行办法》， 自
2013年5月1日起试行。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自
2005年实施以来， 全省建成各类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2523处， 解
决规划内饮水不安全人口1825.73
万人， 全省集中式供水工程受益
人口达2555.88万人。 但由于一直
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 造成各地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价格管理
混乱， 直接影响到供水工程的运
营效益和用水户的利益。 此次出
台试行办法， 旨在规范农村集中
供水价格行为， 完善供水价格形
成机制， 维护供水和用水双方合
法权益。

《试行办法》 明确， 农村集
中供水价格由供水成本、 费用、

税金和利润构成， 政府有专项补
贴的， 应相应冲减成本 ； 农村
供水实行分类水价， 按供水用
途分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非
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二者比价
系数为1∶1.2； 农村居民生活用
水水费实行包干水费和超量收费
相结合的水费制度， 其中包干水
量按每户年60立方米左右确定。

《试行办法》 对入户管网建
设费作出相关规定： 农村集中供
水工程政府投资， 主要解决水源
工程、 水厂及输配水主、 支干管
网建设； 入户管网建设费可通过
社会捐资和受益村组“一事一议”
等途径统筹解决； 必须向用户收
取入户管网建设费的， 由供水单
位 （工程建设单位） 与受益村组
（单位） 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也可
报请当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会
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农民负担监
管部门核定一次性收费标准。

农村集中供水单位， 应对农
村五保户、 低保户和特困户实行
入户管网建设费减收或免收以及
每户每月3立方米水费免费政策。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罗旭斌） 5个月前， 为挽救上海一名白血病患
者的生命， 黄先生毫不犹豫捐献了造血干细
胞。 如今， 那位受捐患者病情不稳定， 黄先
生再次伸出援手。 今天中午， 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血液科病房内， 经过3个小时的采集，
黄先生捐献了175毫升淋巴细胞混悬液。

“我有3本献血证了， 具体多少毫升我也
不记得了。” 40岁的黄先生是长沙某婴幼连锁
企业的老总， 去年被颁发了无偿献血铜奖。
2004年10月29日， 黄先生在一次献血之后，
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2012年7月， 黄先生接到了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南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的电话。 “对方说， 我的造血干细胞与一
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他立即答应捐
献。 2012年11月22日， 他成功完成了造血
干细胞捐献。 4个月后， 黄先生再次接到通
知， 上海的那位受捐献患者病情出现了不
稳定， 需进行淋巴细胞巩固治疗， 希望黄
先生再次捐献。

据悉， 黄先生是我省第二位淋巴细胞
捐献者。 他所捐献的淋巴细胞混悬液于今
天20时搭乘飞机， 送往上海。

选聘2456名
大学生“村官”

5月7日至17日网络
报名，6月2日笔试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孙敏坚)今年，
我省计划选聘2456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
职，考生可于5月7日至5月17日登录湖南领
导人才网（www.hnleader.gov.cn）报名。今
天， 省委组织部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新闻
发布暨宣传动员会，通报了相关情况。

今年选聘对象要求为 30岁以下
（1983年1月1日后出生） 应届和往届
毕业（2011年、2012年毕业）的全日制
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
不再从大专毕业生中选聘大学生“村
官”。 （下转6版①）

本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伟
锋）今天下午，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内
成品油调价消息，自24日24时起，国
内汽油、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395元、400元。 这是自今年3月27日
国内成品油新定价机制实施以来，
国家发改委首次调整成品油价格。

根据此次价格调整后， 湖南境
内成品油零售价分别为：93#汽油已
从7.45元/升降至7.13� 元/升， 下降
0.32元；97#汽油从7.91元 /升降至
7.58元/升， 下降0.33元/升；0#柴油
7.34元/升降至7.01元/升， 下降0.33
元。

本轮调整也是2013年以来油价
第三次调整。 此前，2013年2月25日，

汽、柴油价格每
吨分别上涨300
元和290元。 3月27日，汽、柴油价格每
吨分别下调310元和300元。

在国家发改委宣布油价下调之
前，长沙的民营加油站已先行降价。
4月23日，记者从长沙军安加油站了
解到，从当日起，该加油站的93#汽
油已从7.3元/升降至6.95元/升，下
降0.35元；97#汽油从7.86元/升降至
7.50元/升，下降0.36元；0#柴油降至
6.95元/升，下降0.34元。

（下转6版②）

2020年湖南天然气“县县通”
天然气管道总里程将达6344公里，形成“四纵四横”省级骨架干网

管道覆盖14个市州级城市和88个县级城镇，2700万人口用上天然气

湖南汉子再次挺身而出

成品油价格下调
93#汽油7.13元/升 ，

下降0.32元；97#汽油7.58
元/升， 下降0.33元；0#柴
油7.01元/升，下降0.33元

省内部分民营加油站
已先行降价， 其各类成品
油价格均略低于中石油、
中石化所属加油站

农村集中供水价格
应低于县城

农村五保户、 低保户和特困户入户管网
建设费减免收费，每户每月3立方米水费免费

猪价下跌
创近10年最快速度
短短11周， 全省生猪价格跌落总幅度

达30.74%
� � � �出栏一头生猪平均亏损200元以上，猪
粮比价已连续6周跌入5.5：1的亏损区

4月24日， 我省红十字会救援队队员来到震中芦山县龙门乡王家
村， 给灾民发放急需的药品。 本报特派记者 刘尚文 摄

为救上海
白血病患者

4月24日， 黄先生在湘雅附三医院捐献淋巴细胞混悬液。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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