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首次
直航进口固废“淘宝”
不让“洋垃圾”流入境内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我省首次直航进口的固体废
物原料，经检验检疫合格顺利通关。今天，
湖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消息， 由香
港起航运抵岳阳城陵矶口岸的58.3吨的废
塑料已调入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正式
开始“变废为宝”。

我省对进口固体废物原料需求较大，
以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为例， 园区现有
生产企业200余家， 固体废物原料年加工
量在100万吨以上。

今年11月30日，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岳
阳城陵矶口岸从香港直航进口固体废物原
料。目前，城陵矶新港已建立了1.3万平方
米的全封闭式进口固体废物原料综合作业
区，设置相应的掏箱、分拣、监管及隔离等
功能区域，可满足年50万吨以上进口固体
废物原料作业需要。

湖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未
来我省还将陆续直航进口废五金、废金
属、废纺织料等，检验检疫部门将严格
施检，确保有毒有害的“洋垃圾”不流入
境内。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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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华晓 郑时俊 ）
12月25日上午， 计划投资200亿
元的全省重点项目———怀化石
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厂项目，在
会同县开工建设， 系国内首创，
也是世界首个大型石煤综合利
用项目。

该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大
型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达到超
低排放标准， 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属国家鼓励的清洁能源项
目。项目总规划建10台35万千瓦
超临界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配
套建露天煤矿、 提钒生产线、建
材生产线。10台发电机组建成
后， 年消耗石煤3161.5万吨，相

当于节约标煤542.5万吨， 可创
产值71.25亿元、税收近10亿元。
该项目由国粤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和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建设。

据了解， 石煤是一种含碳
少、低热值的燃料，也是一种低
品位的多金属共生矿。怀化石煤
资源丰富 ， 总储量约占全省
50%，发展石煤资源精深加工具
有独到优势，前景广阔。建设石
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厂，对改变
怀化单一的水电结构， 实现水、
火、风电互补，优化能源结构，拓
展石煤资源清洁利用通道，助推
循环经济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林湘国 罗定坤

又是一年岁末，浏阳市项目建设再
次晒出“成绩单”：今年铺开重点建设项
目167个，至11月底累计完成投资273.7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94.9%。

近年，浏阳县域经济持续又好又快
发展， 连续3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居
全省前列。今年1至11月，浏阳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1005亿元， 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78.1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2.1%、13.9%。

转型创新，抓项目建设
冬日的浏阳处处涌动着发展热潮。

12月22日，浏阳市开展今年下半年项目

（企业）观摩活动，长沙市委常委、浏阳
市委书记曹立军、市长余勋伟带领观摩
团走进园区企业、城镇和乡村，实地感
受一个个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是当前浏阳县域经济发
展的核心，优化结构、转型创新成为浏
阳的主攻方向。”曹立军认为，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大项目
建设。

将基础设施项目重点放在“交通融
城”上。去年来，浏阳全力推进了金阳大
道、西北环线、荷文公路等12个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目前，浏阳“对外大开放、
对内大循环”交通网络格局得到完善。

将产业项目重点放在“龙头培育”
上。 今年浏阳引进和建设了欧智通智能
移动终端产业园、 利美健康产业园等一

批投资过50亿元的重大项目。 项目引得
进、落得下，今年来浏阳经开区有20多个
项目实现征拆“清零”。在重大产业项目
引领带动下，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
制造、鞭炮烟花、健康食品、生态旅游、现
代服务、文化创意等8大产业集群不断壮
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齐头并进。

做加减除，促民企发展
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体，浏阳

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做“减法”。即减流程、时限、费用。

“近年来， 浏阳致力于打造全省审批事
项最少、时限最短、成本最低的县（市），
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了110项， 取消行政
事业性和服务性收费52项，新设立企业
办证缩短至2.5个工作日。” 余勋伟介

绍，浏阳今年来新增商事主体10744户，
其中新增企业2798户， 同比分别增加
22.8％、23.1%。

做“加法”。即增加政策支持和服务
项目。浏阳出台了“鼓励和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具体政策措
施38条。 全市各级各部门深入一线，全
方位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资金、 用地、
用工等要素难题。

做“除法”。对散小乱差企业、落后
产能加快淘汰与整合。 近3年完成整合
花炮企业300家， 关闭煤矿企业14家。
现在， 浏阳的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总
量、财税收入、劳动就业等方面所占比
重均在90%以上； 全市规模企业达829
家，其中蓝思科技、尔康制药等跻身湖
南上市企业市值前10强。

湖南日报广州12月25日电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雨新）时
隔16年之后，湖南再次由省粮
食部门组团，南下广东推销湘
产粮油 。今天，湖南粮油名优
特新产品展示展销会在广州
举行，湖南46家粮食生产类企
业与广东 60家粮食流通类企
业签约， 购销粮油近60万吨，
合同金额超过25亿元。

湖南每年外销粮食400万吨
左右，广东每年粮食缺口达2800
万吨。长期以来，湖南一半以上
的外销粮销往广东， 深受欢迎。
随着全国最近连续12年粮食增
产，粮食“紧平衡”状态有所缓
解， 加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粮食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自
1999年湖南粮食部门在广东番
禺举办湖南粮展之后，就再也没
有举办过类似活动。

此次抱团出击，湖南粮食让
广东客商惊艳。 以湖南粮食集
团、 湖南军粮集团等为代表的
“龙头”企业，成功推出全国米
业、面业上市第一股“金健米
业”、“克明面业”；自治州 、张
家界、怀化、永州、邵阳等地的
中小粮企，产品主打天然无污
染 、特色更营养的招牌 ，收获
大量订单。

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介绍，
此次展销还实现了广东储备粮
在湖南异地储备“零”的突破，初
步统计，湖南将代储广东储备粮
23万吨，这将是湖南粮食今后的
一个新“出口”。

专家认为，过去，大多是广
东到湖南来采购粮食，要求的只
是有粮、量多；如今，要由消费来
引导需求，优质、安全的粮食才
有好的销路。

湘产名优特新粮油
惊艳广东

湘粤企业签约购销粮油产品近60万吨，
合同金额超过25亿元

世界首个
大型石煤发电项目开工

计划投资200亿元

项目大推进 民企大发展
———县域经济看浏阳

12月25日，施工人员在对宾馆进行拆除。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上的湘江宾馆，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是
长沙最老的宾馆之一，也是长沙最早的三星级宾馆。这座曾见证过长沙繁华变迁的宾馆在走过半个多世纪后，最
终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新一轮的开发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湘江宾馆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