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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黄亮斌）今天，省环保厅举行立法
听证会，就正在制订的《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
法》，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

据介绍， 目前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医疗废弃物、废弃电子产品、报废
汽车、废塑料、废五金等固体废弃物逐年
增加，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生态及环境发
展质量。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在实践中与
现实情况存在差距；省级层面制定的相关
法律、法规，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有一些
零散的表述，但远不能满足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的实际需要。自2013年开始，省环保
厅即着手起草《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

在广泛调研和借鉴外省经验的基础
上，省环保厅提出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

（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产
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
位，其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情况纳入企业环
境信用评价体系， 不合格者纳入“黑名
单”；对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在利用和处
置过程中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固体
废物，设定为“严控废物”，由省政府制定
分类管理名录， 严格按相应程序处理；对
农业固废、养殖粪便、建筑垃圾等污染，提
出了相应防治办法； 参照排污权交易模

式，建立危险废物产生量有偿使用和交易
制度。

《意见稿》强化了危险废物跨省转入管
理。 明确提出，“禁止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
本省行政区内贮存或者处置”，严格控制从
省外转入可利用废物。对医疗废物的收集、
运送、贮存、处置时限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听证会上，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社会
组织、民间团体等的30多名代表，就《意
见稿》内容提出了各自意见和看法。

马路市场
依然盛行的背后
周月桂

农村建在公路两侧的马路市场，被戏称为“世界第九大
奇迹”。在这个以路为场的市场上，人声鼎沸、交易兴旺，大量
未经任何监管的商品流入，集市中的人、蔬菜、食品等，都成
为汽车尾气、灰尘的吸入者……在湖南，即使是省会长沙的
一些区县，马路市场、临时菜场等众多农村集市依然盛行。

不可否认，这类集市曾经繁荣了农村市场，甚至今天仍
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群众生活、促进了商品流通。但不容忽
视的是，如今的这类农村集市，看似热闹的背后，成交额并不
大，更重要的是，商品的层次与日益增长的农民群众的消费
需求难以匹配。

必须看到，这类农村集市满足农村贸易需求的功能在不
断减弱，带来的弊端却越来越明显。在一派繁华的背后，是假
冒伪劣的横行、食品安全的隐患，凸显了农村消费环境的滞
后、流通基础设施的欠账以及监管的缺失……马路市场的存
在，提醒着我们，相对于农村市场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眼下
的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并不匹配，这也成为农村消费乏力的瓶
颈。

对于马路市场， 有关部门也曾花大力气进行过整治、取
缔，但总是“取”而不尽、治而不好。

从尊重市场的角度出发，整治马路市场，首先应加强监
管，通过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制度，如市场准入规定及资格
审查制度、环卫管理制度、投诉受理机制等规范集市交易行
为，对进入农村集市的各类产品，要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问
题，最大程度地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而“治本”的方法，是用正规完善的农贸市场，替代无序
的农村集市。当汽车出现，马车就消失了；电灯出现，煤油灯
就消失了；当更为规范有序的农村市场出现，马路市场也必
然消亡。据了解，湖南现有近4000个农贸市场，多数建于上世
纪80年代，设施陈旧。当下，应设置更为规范的市场，进一步
完善市场条件，让流动摊贩有一处立足之地，同时也能满足
群众消费需求。而对于已有的正规市场，应对进场经营者提
供更为宽松的政策，降低市场费用，减少中间环节，确保商品
价格合理亲民，摊贩有利可图，吸引更多摊贩和消费者进场。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 今天， 长沙海关发布数
据：8月份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出口37.3亿元， 同比增长35.5%， 这是自
2015年3月后首次实现增长，扭转了进出
口连续17个月下降的颓势。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不景
气国内需求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
壁垒频出等原因，我省对其进出口持续下
滑， 今年2月双边贸易额降至20亿元以
下，跌入谷底，之后震荡回升，各月进出口
额在30亿元上下徘徊。

“受机电产品、服装类产品和农产
品出口逆市大增拉动，8月我省对‘一带
一路’出口冲上年内最高值。”长沙海关
表示，8月，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出口达到29.9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出口
12.1亿元，占比超过四成。统计显示，机

电产品中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出口增长
较快， 涨幅分别达到69.7%、11.6%；汽
车等运输工具出口则大幅下降48.6%。
此外，服装类产品、农产品出口均创下
今年以来峰值， 分别达到2.1亿元、1.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倍、26.2%。

进口方面，8月份，我省从“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进口 7.3亿元 ，同比增长
78.8%，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实现了今
年以来首次原油进口，货值达到3.1亿
元。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邓海龙）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
据 ： 前 8月我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563.80亿元，同比增长13.1%，投资总

量居全国第10位，增速居全国第8位。
基础设施建设、 民生工程和生态环

境是投资热点。1至8月，全省完成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4095.47亿元 ， 同比增长

24.7%； 完成民生工程投资1455.17亿元，
同比增长 46.1% ； 完成生态环境投资
713.03亿元，增长33.6%。

房地产开发投资逐月回升。前8月完

成投资1752.41亿元，同比增长9.5%，增速
比1至7月加快1.4个百分点， 显现持续回
暖势头。

工业投资回落明显。1至8月全省完成
工业投资5727.04亿元， 同比增长7.8%，增
速比1至7月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
投资增幅较前7个月回落2个百分点； 完成
技改投资4003.53亿元， 同比下降2.5%，比
全部投资慢15.6个百分点， 技改投资负增
长也表明工业企业投资动力减弱。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彭姣）今天，中信银行邵阳
分行开业。邵阳分行是继衡阳、岳阳后，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在省内设立的第三家
二级分行，是其战略布局重要一步，意味
着该行服务延伸至湘西地区。

中信银行是隶属于中信集团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目前该行一级资本在全球
排名第30位。去年11月，中信银行牵头
中信集团10余家在湘子公司， 与邵阳
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约定2016
年至2018年内，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为
邵阳市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扶贫开
发、公用事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

园区等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提供银行
综合授信、投资银行业务、代理业务、本
外币结算等金融服务，利用多种融资渠
道，为邵阳市提供不低于100亿元的融
资支持。

中信银行邵阳分行负责人表示，
邵阳是我省精准扶贫重要地区， 该行
在为邵阳的企业和居民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的同时， 将主动聚焦当地贫困地
区，充分发挥金融扶贫作用，助力邵阳
脱贫攻坚。目前，该行已向邵阳地区放
贷15亿元。

国家黄精标准化建设项目
落户洪江市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辉霞
李碧容） 9月18日， 由国家发改委、 国家中药管理局批准的
国家黄精标准化建设项目， 在洪江市启动。 项目方将联合
湖南新汇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中医药大学， 采取“科研单
位+企业+育种场+专业种植场” 模式与公司化运作， 全面推
进黄精种植及加工， 打造规范化、 标准化、 科技化、 产业
化新型中药材基地。

黄精为药食两用植物， 具有补气养阴、 抑菌防病、 降
血糖、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用途广泛， 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黄精喜温暖湿润气候和阴湿环境， 洪江市雪峰山海拔落差
大， 适合黄精生长。 目前， 该市黄精种植面积已有5000余
亩。

这次启动的黄精标准化建设项目， 主要内容包括黄精
规范化栽培生产及其标准制定， 黄精中药片剂饮片加工规
范及标准制定， 黄精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
等。 洪江市计划到2017年， 将黄精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亩，
为当地农民提供技术示范和种子， 以推进中药材精准扶贫。

确保餐桌肉品安全
生猪屠宰推进“扫雷行动”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随
着天气转凉，肉品消费进入旺季。省畜牧水产局最近部署，全
省生猪屠宰监管深入推进“扫雷行动”，确保百姓吃上“放心
肉”。

今年来，猪价持续维持高位，个别地方私屠滥宰有所抬
头，全省畜牧部门强力推进“扫雷行动”。从现在起,全省严查
五类重点风险区域，加大对小型屠宰场点所在地、城乡结合
部、交通要道周边、私屠滥宰专业村（户）和肉食品加工集中
地等屠宰违法行为易发多发地区的风险隐患排查，组织开展
集中整治。盯紧三大重点监管目标，加强小型屠宰场点监管，
规范屠宰场点的“代宰”行为，强化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
理监管。此次“扫雷行动”，严打四类重点违法行为，对私屠滥
宰、屠宰环节添加“瘦肉精”、屠宰病死猪、注水或注入其他违
禁物质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涉嫌犯罪的，
一律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纺织品权威检测机构
落户长沙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刘勇）9月19日，中纺标检验
认证集团湖南工作站在长沙成立。 该机构将面向湖南、四
川、贵州、广西等4个省区的纺织、服装、鞋类、箱包、皮革等
产品，提供权威的国内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以先进标准引
领纺织服装产品质量提升。

中纺标检验认证集团， 是由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组建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唯一集纺织服
装标准、检验检测、纺织计量、纺织产品认证于一体的综合
性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承担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纺织品技术
委员会主席单位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的职能。 中纺标湖南
工作站由中纺标检验认证集团与湖南省纺织科学研究院共
同成立。 湖南省纺织科学研究院在全国苎麻纺织品行业的
标准化、检验检测等方面享有盛誉。

人变勤了，
心也亮了
衡阳县九峰村贫困户
获“一对一”帮扶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通讯员 谭建设
记者 柳德新）告别“脏乱差”，成为衡阳市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先进村， 衡阳县溪
江乡九峰村仅用了一年时间。 今年中秋节
前夕，记者在九峰村采访时发现，28户贫困
户都获得衡阳市水利局“一对一”帮扶，人
变勤了，心也亮了。

作为省定贫困村， 九峰村贫困发生率
达22.5％，村里“环境差、设施差、秩序乱”。
变化，始于2015年4月，衡阳水利局帮扶工
作队进驻该村。“要与困难群众‘结穷亲’，
扶真贫、‘出金点’”， 衡阳市水利局局长岳
健带领36名干部， 组成11个小分队走访九
峰村所有贫困户，收集情况79条。对每个贫
困户，分析致贫原因，采取不同帮扶措施，
并且落实“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
一个帮扶项目、一套帮扶措施、一名帮扶责
任人”。 针对贫困户徐桂香一家年龄大、无
技术、缺资金的情况，工作队支持她家养殖
土鸡，至今已销售3批三黄鸡，收入近10万
元。

在工作队支持下， 九峰村脱贫路子越
走越宽广。通过土地流转，成立红豆杉合作
社、 特色种植合作社。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业，开发“农家乐”、户外游等项目。同时，硬
化村道4400米，修缮房屋30余间，新装1座
变压器，安装路灯110盏，建设水塔1座，并
开展山塘清淤、加固，疏浚渠道。这个省级
贫困村，正在迈向美丽乡村。

湖南拟立法规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拟禁止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内贮存或处置
●拟参照排污权交易模式，建立危险废物产生量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前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1%

投资总量、增速均进全国前十

时隔17个月再现增长

8月我省对“一带一路”进出口增长35.5%

谈经论市

脱贫攻坚奔小康

将服务延伸至湘西地区

中信银行邵阳分行开业

� � � � 9月19日， 衡阳
市白沙工业园区天
锦纺织公司工人在
加紧生产。 到9月15
日，该公司2016年的
生产份额已经全部
被预订完毕，迎来了

“供需两旺”的“金九
银十”季。目前，该公
司开启生产线24小
时不停模式，确保按
时完成订单。

曹正平 摄

开足马力
战“金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