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经济·政治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5

!" #$%&'()*+,-./0123456
7.)89:;<=>?@ABCDEFGHI;J8K
LMNCAOH PQRS9:TUVWX YZ[41 !"
\]^_`abcdeX fgah5-ijk1lmn
opqrstuvwxyz{|ry}gav~v�X

�����y4�����s�����.�.%��
�a��y�qr%�al��|y%&'()*+,-.
������.%���� ¡¢\£y¤¡¢]^¥¢¦
§¨©ªX «¬®y�.¯°±±y²³´µ¶61·¸�
¹º¡»¼<=>?@ABCDEFG½1¾¿¢yÀÁÂ�
ÃÄ�ÅÆ¡»¼J8KLMNCAOH1¾¿¢X

ÇÈy �4:ÉÊ:Ë�.ÌÍ¡ # Q¾¿¢�$ Q
Î¿¢�! QÏ¿¢yÐ %& ÑÒÓÔ_Õ:X Ö:h�.
×[4¡»:R¾¿¢ØÙ1h5-.y ×[4ÚÐÛ
:]^[Ü¡¢1h5-.X

!�!� �� ���" #����#

�������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5月1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湖南省加快环保产业发展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细则》）同步发布，力求通
过加大扶持力度，壮大“绿色湘军”。

含金量足， 扶持骨干企业
快速成长

翻开文件可以看到，《意见》主要是从
宏观层面，围绕环保技术创新研发、环保
装备产品制造、资源循环利用、环保服务
等四大重点领域，提出了加快环保产业发
展的总体思路、目标方向、扶持重点、政策
措施等共16条。《细则》则是从财政、金融、
土地、技术、人才等方面共10条，对《意
见》所明确的政策方向细化落实，力求把
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主体作用更好结合。

近年来，“绿色湘军”发展迅速。湖南
环保产业从业单位、从业人员和年产值分
别由2008年的760家、5万人、407亿，增加
到2014年的1100余家、12.5万人、1350
亿，我省环保产业规模进入全国前十位。

“我省环保产业仍面临市场化程度不
高、科研投入不足、技术人才不多、投融资
渠道不畅等困难和问题。” 省环保厅科技

标准产业处处长张志光表示，这导致一些
潜在的环保市场还远未被有效激发。

“针对这些问题，文件提出了相应的
奖补政策给予扶持，含金量很足。”省发改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童名让说。

比如，为扶持骨干企业快速成长，对当
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2亿元的服务型企业、
超过5亿元的生产型企业，各级分别按照企
业对地方财政贡献年度新增部分的50%、
70%给予奖励。对新上市成功的环保企业，
按照“一企一议”的方式研究给予奖励。

为扶持企业“走出去”，对参与省外大
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招投标中标，
且中标合同价在5000万元以上的， 按合
同价的1%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为扶持第三方治理，对省内工业企业
主动实行第三方治理的，可以按合同约定
年支付费用10%、 给予最高200万元的一
次性补贴。

针对性强，加快培育市场需求

当前，一批湖南环保企业已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产品制造和工程建设，而是向着
集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为一体的综合
环境服务发展。形象地说，它们正从“专科
医生”向“全科医生”转型。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模式契合环

保产业的发展趋势， 具有巨大的市场空
间。”省发改委环资处处长谭怀生介绍，我
省在污水和垃圾处理领域，分别有75%和
25%是通过特许经营或者委托管理方式
实现第三方治理。实践表明，这种专业化
的运营效果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可以对
环保服务业产生极大拉动作用。据初步测
算，我省目前正在推进或将要推进的污水
垃圾处理项目， 总投资超过300亿元，待
这批项目建成后， 每年可形成约50亿元
的运营市场。

基于此，《意见》和《细则》强调扩大政
府采购，如对省内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环
境治理等项目工程， 应通过政府采购，以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特许经营、
环境绩效合同服务等方式引入第三方治
理。对列入目录的两型产品，选择政府首
购、订购和评审优惠等优先采购措施。

“政策的针对性很强。”童名让介绍，
针对市场需求培育的问题，对符合条件的
首台（套）环保技术装备应用，分别对研制
和购买使用单位给予奖励，总额最高200
万元。针对吸引各方面投入的问题，省本
级以出资参股方式，支持设立长株潭节能
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省内环保产业龙
头企业发起设立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吸引
社会资本投入。 针对技术研发的问题，政
策强调对环保企业新认定的国家企业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
台，安排100万元项目补助资金。符合条
件的发明专利在省内实际转化应用的、发
明专利获得国家专利奖的， 可获得50万
元或100万元不等的奖励。针对人才引进
的问题，政策强调环保领域高端人才来湘
创业或工作的，可享受购房、培训等各类
补贴以及其他便利优质服务。

到2020年，全省环保产业
实现增加值年均增长20%以上

再好的政策，也需“落地有声”。
“每一条政策措施都明确了牵头单位和

配合部门， 每一项奖补政策都明确了资金
来源和具体标准， 涉及18个省直部门，7项
相关专项资金，操作性很强。”童名让介绍。

通过这些政策扶持，到2020年，全省
环保产业实现增加值年均增长20%以上，
省产环保装备产品性能结构大幅改善，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环保服务业占环保产业的比
重明显提高，省内环境公用设施、区域性
环境整治项目和工业企业环保设施基本
实现专业化、市场化建设运营，再生资源
回收和废旧资源循环利用基本形成规范
化、制度化体系，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确
立在全国的特色优势地位。

2015年“港洽周”
月底举行

已开发556个招商项目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2015年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以
下简称“港洽周”）将于5月31日至6月3日
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同时举行。 今天，省
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

截至目前， 我省已开发招商项目556
个，项目投资总额10896亿元，主要包括
147个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金额5091亿
元；204个新型工业化项目， 投资金额
2006.8亿元；159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投资
金额2845.7亿元；46个园区建设项目，投
资金额952.6亿元。

为了加强招商实效，此次港洽周取消
了省情推介、 集中签约等活动， 采取

“3+7+15”式“精准邀商”，即省领导在港
开展高层拜访、与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恳
谈、听取香港新市镇规划建设经验三大活
动；省直相关部门举办长株潭自主创新示
范区科技项目推介会、湖南传统村落保护
与开发招商暨湖南旅游推介会、湖南大健
康产业对接会、湖南智能制造产业合作推
介会、 农产品精深加工与贸易项目对接
会、湖南跨境电商产业园暨长沙保税店招
商推介会、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一区一
港四口岸”招商推介会共7场专题活动；各
市州在香港或珠三角地区举办15场经贸
洽谈活动。

“据前期了解，本届港洽周上签约金
额、项目数量有望翻番。”省商务厅副厅长
罗双峰表示，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
路”、 加快实施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以
及港资港企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加快转
移，香港已经成为我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
主战场，两地合作势头将日益强劲。

“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新支点

广西钦州来长推介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天上午，享有“中

国最美内海城市” 美誉的广西钦州市在长沙举办城市推介
会，该市国土、住建、投促、房协等部门负责人就钦州城市发
展、招商引资、房地产业发展等进行专题推介，“营销”其得
天独厚的滨海美丽生态和发展商机。 长沙市相关部门进行
对接并表示欢迎。

钦州市相关负责人介绍，钦州具有1400多年历史，位于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位置的钦州市北邻南宁， 是面向
东盟的国际产业合作高地、 区域性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新支点，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是宜商、宜居、宜游的“中国最美内海城市”。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汪翰）“被申请人易某某，本院现
向你送达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禁止你打
骂申请人甘某某，如你违反上述禁令，本
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111条之规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裁定即时生效。”

最近， 在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
金坪社区进行的巡回审判中， 审判长唐
毅向原、 被告当庭宣读了望城区人民法
院签发的首张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被告
易某某当场承诺今后不再打骂原告，否
则自愿接受法律处罚。

甘某某与易某某之间是一起离婚

纠纷案件。开庭前，甘某某向法院提供充
分证据表明其丈夫易某某对其实施家
庭暴力， 该院雷锋法庭依法作出对原告
甘某某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依法保障
其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被称为申请人
的“护身符”，被申请人的“紧箍咒”，在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及家庭暴
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后，在全国选取9

家法院试点推行，并在2013年新民诉法
生效后，正式为法律所明确。该裁定是一
种行为的保全， 是人民法院依申请责令
被申请人禁止作出家暴行为。此前，对于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司法救济存在明显的
滞后性，只能在家暴已经发生后，受害者
再通过民事或刑事诉讼维护权利；而人身
安全保护裁定则将事后惩罚变为事前保
护，真正维护了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长沙岳麓区打人巡防队员
已被刑事拘留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曦）长沙
岳麓区“5·13”案件发生后，长沙市公安局
岳麓分局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就此案展开
调查。

经查，5月13日15时许，岳麓公安分局
岳麓派出所值班民警带领巡防队员在黄
鹤村、 靳江村小区清查电游赌博机时，巡
防队员谢某东（男，24岁）、谢某平（男，35
岁）驾驶一辆牌号为“湘A3151警”的警车
（司机为谢某东） 行驶至靳江村小区入口
处时， 与一辆皮卡车司机吴某佳（男，34
岁）及乘客吴某（男，33岁）因让路发生口
角，进而引发冲突。冲突过程中，吴某佳身
上多处被打伤。

接警后，岳麓派出所及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民警迅速赶至现场调查处置。交警现
场对吴某佳以及谢某东、谢某平抽取了血
样，并送检酒精含量检测。经鉴定，吴某佳
和吴某分别构成轻伤和轻微伤。交警抽血
送检酒精含量，谢某东、谢某平血液酒精
含量均为0mg／100ml，吴某佳血液酒精
含量为130mg／100ml（达到醉驾标准）。

5月14日， 岳麓公安分局以涉嫌故意
伤害对谢某东、 谢某平予以刑事拘留。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5月1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湖南省加快环保产业发展实施
细则》同步发布———

“真金白银”，政府扶持环保很给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为薇

� � � �名片：
黄建宇，邵阳新宁人，1980年生。别人读书的年纪，他

在卖碟、开出租、搞饭店、开网吧……现在，曾经忙个不
亦乐乎的黄建宇拾起书本，努力“慢下来”，向为梦想追
逐的品牌策划人转型。
� � � �故事：

“每个时代的荣誉都会留给为这个时代‘造梦’的
人。”5月3日，策划了橘子洲头首场以“恰同学少年”为主
题的同学会后，黄建宇在朋友圈写下如此感慨。

眼前这位夜夜苦读至凌晨，总把“梦想”挂在嘴边的
品牌策划人，30岁前是一个只知“挣钱”、“脱贫”的急进
商人。

为了早点告别凌晨5点起床走2个小时山路去上学
的生活，黄建宇8岁便开始做买卖。为了挣钱，他放弃了
高考，当起了网络会所的总经理。同学们拿到大学毕业
证那年，他挣到了人生第一个200万。

2002年，“瞄”见豪车租赁吃香，他迅速组建长沙首
家豪车俱乐部。为招豪车入伙，瞅谁开奔驰、宝马，他就
追上去发名片自我营销。

2003年，黄建宇又开了长沙第一个规模化的婚庆礼
仪公司。12年间， 黄建宇策划了3万场婚礼。2011年首届

“我的婚礼在韶山”集体婚礼让他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马云说，生意人只为挣钱，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

业家影响社会。在绑票事件发生之前，黄建宇恐怕只是
马云口中的“生意人”———看到煤炭行情疯涨，已经在婚
庆业做得红火的黄建宇，揣着数百万现金北上山西做煤
炭生意。

“交易电话遭窃听，绑匪冒充接头人把我接走。酒宴
排场很大，不足一刻我就发晕。感觉上当，猛喝3瓶矿泉
水保持清醒，最后还是被挟持。好在偷偷把银行卡全扔
了。被关一个月后，一天夜里，趁看守的犯罪分子酒醉，
逃了出来。”虎口脱险的黄建宇，开始了思考，“为了挣钱
差点丢了命！人生到底要什么？”

近几年，黄建宇重拾书本。“历史、文学、古玩、收藏
之类的书籍都读，年少落下的现在弥补，还不晚。做大
事，还是需要文化底蕴的。”黄建宇说。

“大事”之一，即政府部门看中他的策划能力，邀其
参与建设橘子洲文化名园。“除了装修风格凸显文化气
息，在内容设计上，更要为其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如
名人文化交流中心、实景晚会、民俗文化街、名人蜡像
馆等。”

黄建宇的公司已为这一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那靠
什么盈利呢？他说，文化产业回报慢，前几年主要是投
入，重要是运营好橘子洲这块文化品牌，通过树品牌搭
建文化创意的平台。

“人要看长远，不能只图当前。慢下来，静下来，且听
花开的声音。”黄建宇嘿嘿一笑。

黄
建
宇

图/

张
杨

对家暴丈夫说“不”
望城法院签发当地首张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曹娴
于振宇）按日计罚，是新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污染企业打出的
一记重拳。今天，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将
一份《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送达湘潭建
发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该局将对建发
伟业公司在2015年4月30日至5月6日期
间，拒不改正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
法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每日处罚款
10万元，加上原罚款10万元，共计罚款
80万元。

今年4月21日， 湘潭雨湖区环保局
执法人员来到雨湖区万楼街道湘竹村，
对建发伟业混凝土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公司将清洗地面、搅拌机、运输车
罐体的生产废水排入二级撇洪渠。经采
样监测， 厂门右侧排污口pH值为10.1、

石油类为11.1mg/L， 厂门左侧排污口
pH值为11.7、悬浮物为225.5mg/L，均超
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

4月29日， 雨湖区环保局向该公司
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
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责令该公司停
止违法排污行为。5月6日， 雨湖区环保
局向该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该公司罚款10万元。 同时对该
公司改正情况进行复查， 采样监测发
现，厂门右侧排污口石油类、悬浮物以
及厂门左侧排污口的pH值、悬浮物，均
仍超标。

雨湖区环保局副局长张洪峰介绍，
建发伟业混凝土公司应于接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
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环保局
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这是我省环保部门首次对污染企
业运用按日处罚这种手段， 将有助于解
决过去‘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的问题。”省环保厅法制宣传处副处长黄
亮斌认为。

■链接
何为按日计罚 ？新修订 《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第五十九条第一
款：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
法排放污染物 ，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
改正 ，拒不改正的 ，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
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湖南开出首张按日计罚罚单

建发伟业违法排污被罚70万元

5月14日，资兴市志愿者一行36人来到兴宁镇百嘉村，为95岁慈善老人刘才通祝寿。刘才通曾获得“湖南省慈善家”称号。
刘老独自一人，住土砖瓦房，靠种田生活，平时省吃俭用，多次向四川、云南等受灾地区捐钱，深受大家尊敬。

欧祖生 邓剑峰 摄影报道

黄建宇：

慢下来，静下来，
且听花开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