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不负青山，以切实行动全力
呵护生态底色

放眼宁乡，清流奔涌，群峰秀美。若翻开宁
乡工业发展史，走在前列，经济飞速发展的宁乡
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表面繁华背后，是违建到处林立、环境脏乱不
堪。

在一度有 24 家耐火材料厂的道林镇鑫星
村，烟囱林立。厂子来了，腰包鼓了，但人们的
生活质量却因环境污染而大打折扣。村民们回
忆说，曾经粉尘飞扬，河水黑臭。

宁乡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仅仅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并不能给群众带来幸福感。只
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可
持续发展的空间。

从2017年开始，宁乡市重拳整治落后产能
带来的污染。目前，全市传统耐火材料厂已全
部退出。鑫星村的烟囱也在 2018 年全部“放
倒”。小小的鑫星村，折射着宁乡的发展景象。
一系列环境大整治、大治理大刀阔斧开展，随即
一座座小瓦窑、水泥机立窑、中小煤矿等“五小”
企业完成了历史使命，全部淘汰退出。2013年
至今关闭退出非煤矿山 35家；2017年以来，拆
除黏土砖企业 111家；2016年至今关闭退出烟
花生产企业 53 家……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趋势。

生态所思，责任所负，情怀所系。近年来，
宁乡始终把生态建设摆在优先位置，严守底线，
抓重破难，通过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
全力呵护“生态底色”。

为了蓝天常驻，宁乡市大力推进蓝天保卫

战，以“六控十禁”为抓手，统筹推进汽车尾气、

渣土扬尘、油烟气体、燃气、工业废气“五气共

治”，持续改善裸露黄土复绿控尘集中整治，启

用无人机航拍助力复绿，实现裸露黄土复绿全

域覆盖；天宁热电、南方水泥等重点涉气企业实

现超低排放，三一重起等重点企业完成VOC治

理；禁燃区燃煤锅炉全部实现“煤改气”；加油站

油气回收系统全部安装到位；工地扬尘整治落

实“8个100%”新要求，规模以上施工工地扬尘

在线监测系统全覆盖；烟花爆竹禁燃限放、餐饮

油烟整治、机动车治理、严禁露天焚烧垃圾和秸

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推进

有力，成效明显。

为了让碧水荡漾，一场围绕沩水流域、以城

区为重点治理的“除臭剿劣”攻坚战打响，“劣Ⅴ
类排口清零、城区化粪池整治清零、黑臭水体清

零”三项整治圆满清零；城区“四溪一渠”187处

污水排口已全部实现截污纳管，并实施生态补

水；城区污水总处理能力达到 22.7 万吨/天，建

成乡镇污水处理厂31座，实现全市乡镇污水处

理全覆盖。园区污水纳污管网全覆盖、全收集、

全处理。

河流在蜕变，城乡在变美，全市绿化覆盖率

43.52%，大川小河皆碧水清清，一幅青山绿水、

诗意栖居的图景在流淌。

改革谋创新，用机制创新保障
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知易行难。怎样牢牢守住
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为此，宁乡市委、市政府高度注重机制
创新，打好绿色发展组合拳。

——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坚持一季
一调度、一季一讲评，及时研究解决环保领域重
点工作。在环委会牵头抓总下，部门、镇街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联防联动。

——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建立以宁乡
市委书记为第一总河长、市长为总河长，亲自
抓、带头干，层层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全市 20

位县级河长、29 个乡镇（街道）167 位乡级河长

积极开展巡河工作，发现问题、交办问题、解决

问题；一大批民间河长、湖长踊跃上岗，近3000

名志愿者，守护着宁乡市的沩江、乌江、楚江、靳

江四条河流。2019、2020 年两年时间，宁乡市

共创建 48 个小微水体示范片区、12 条美丽河

流、59处样板河湖，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同时，蓝天保卫战工作领导小组、“除臭剿

劣”攻坚指挥部、整治非法采砂洗砂工作领导小

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矿山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等议事机构及工作专班相继成立，专

门负责相关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齐抓共

管、高效联动的良好工作格局。

在责任划分上，宁乡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责任的通知》《宁乡市环

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等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

了各级党委政府的环保职责，部门行业的监管

责任、园区乡镇街道的属地责任和企事业单位

的主体责任，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打造起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坚盾”，形成推动

绿色发展的制度“利器”。

此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按照优化开发、

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

位，严格划定全市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自然保护

地监督管理，确保全市自然生态空间面积不减

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给子孙后代留下

宝贵的生态资源。

立制度，抓落实，成效显著。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宁乡市 PM2.5 浓度为 27μg/m3，同

比下降 28.9%；空气优良率为 98.9%，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水质更清澈，城区翡翠湖、东沩

溪、化龙溪实现常态补水，昔日的城区臭水沟就

变成了生态河。沩水河流域的水质实现了“三

级跳”，水质一年比一年好：2017年沩水河水质

枯水季节多次出现Ⅴ类，2018 年为Ⅲ类，2020

年1-11月，沩水河胜利断面平均水质稳定达到

了Ⅲ类标准，个别月份达到Ⅱ类标准。

老百姓参与热情高涨，环保志愿，光盘行

动、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观念，在宁乡已成为新风尚，宁乡市环保
志愿者协会 3000 多名志愿者，遍布全市 29 个

乡镇（街道），278个村（社区），当好生态环境保
护的“千里眼”“守护神”。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来之不易的优美生态
环境，宁乡加大环保执法力度。近三年来，宁乡
生态环境部门共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101 件，移
送行政拘留21人、刑事拘留1人。

走好“两山”路，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

炊烟、鸡鸣、小桥、农家、池塘、垂柳……冬

日暖阳下，行走于宁乡的田园阡陌让人心旷神

怡。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很关键。近年

来，宁乡市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持续不断释放绿

色发展红利，宜居宜业宜游的动人画卷在楚沩

大地徐徐展开。

“十一”国庆期间，宁乡市双江口镇稻花香

里，黄先生经营的农家乐生意火爆，看到不少城

里的孩子被父母带着来小河里抓鱼、亲手收割

稻谷，感受秋收稻香等农耕文化，他开心地说：

“多亏村里打造的650亩纯天然生态田野，让我

办起农家乐，在家门口安居乐业!”

没有美丽的家园，哪能吸引游客的目光？

宁乡意识到，必须打扫屋子再请客。

近年来，宁乡市以农村“五治”为主抓手，大

力实施全域洁净、秩序整治、设施夯实、乡风文

明等四大行动，着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019 年，完成农村改厕 115826 座，250 个涉农

村（社区）实现“垃圾在宁乡不落地”，扎实开展

庭院整治和村庄绿化，打造了一批环境优美村

组、庭院。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核心是转换，如何打开

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把生态资本变成富民资本，这是宁乡的生

动实践。生态质量日益提升后，宁乡人开始依

托绿水青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农业、

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风生水起，乡村旅游、民
宿经济方兴未艾，沉睡的山水资源正日益显现
出经济价值。

湖光山色中泡汤泉赏圆月，听几曲人间烟

火；用一天穿越炭河古城千年，聆听千古情的浩
渺音符；看“霸煤之都”造出新时代创意煤城工
业风……让宁乡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也让
守着绿水青山的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过上了
好日子，群众幸福感增强。

数据显示，2020年的“十一”黄金周，10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宁乡市国庆节假日各大景区

（含乡村游）共计接待游客66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5.28亿元。

除了“生态产业化”，宁乡的产业也在走向
生态化。

宁乡经开区始终坚持“两主一特”产业定
位，加快形成以智能家电和新材料为主导、以绿
色食品为特色、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绿色产
业体系，打造了一批代表性的绿色企业和产
品。园区现有企业 400 多家，其中长沙市级以
上智能制造企业 63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企业 4
家，形成了以智能家电、新材料为主导，以绿色
食品为特色的“两主一特”产业。

宁乡高新区先后获批国家节能环保新材料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电池材料）、湖南省首批低碳园区、湖南
省绿色园区。

“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书写了宁乡的产业
发展格局，也为宁乡经济发展赢得了环境效
益。一、二、三产业比例达10.4∶42.6∶46.9。

“成绩来之不易，生态建设没有止境，我们
要持续为宁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再作贡
献、再立新功！”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宁乡分局局
长李联明表示，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
量，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生态文明新局面已
经开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在绿
色发展的道路上，宁乡昂首阔步前行，呵护一个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生态文明之光照耀美丽宁乡
——写在宁乡市正式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之际

陈 新 彭大川 戴承志 孙新明

洞庭之南，长沙西翼，这是

湖 南 一 块 璀 璨 耀 眼 的 经 济 板

块。

枕 山 、向 水 ，宁 静 而 又 澎

湃。

这是一处湖湘文化的重要

源脉，青铜文化、红色文化、民俗

文化在此交相辉映。

这 是 一 方 经 济 发 展 的 热

土。宁乡是全国百强县，在全国

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20

位，全国工业百强县中排名第 9

位。

这是富饶、美丽、幸福宁乡！

2012年以来，宁乡市在全域

范围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创建，坚持把“生态立市”作

为重要战略纳入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充分发挥环境资源所具有的

经济功能，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八年奋进，八年坚守。11月

30日，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批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和 2018—2019 绿色中国年度

人物授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

正式授予宁乡市“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称号。宁乡市在绿

色发展的浩瀚长卷上写下了美

丽答卷，更凸显了高质量发展的

成色。

宁乡天蓝水
碧空气清新，绿
色发展步履实。
图为沩江流域通

过综合整治，如今一江
碧水焕新颜，沩江实现水
清、河畅、岸绿、景美。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宁乡分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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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经鼎城区人民政
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委托挂牌人,以网
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挂牌人
出让人：常德市鼎城区自然资源局
挂牌人：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下表）
三、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对竞买人另有
限制，以及有欠缴出让人土地出让价
款、不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等不良记录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不得申请
参加本次竞买。

竞买人可单独申请竞买，也可联合
申请竞买。

四、确定竞得人办法
本次挂牌出让按“不低于底价”和

“符合要求的出价最高者得”原则确定
竞得人。

五、出让时间安排
1、网上公告期间：2020 年 12 月 1

日至2020年12月20日
2、网上下载出让文件期间：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

3、网上挂牌期间：2020年12月21
日9:00至2020年12月31日10:00

4、网上竞买申请（报名）截止时
间：2020年12月28日16:30

5、竞买预交款项（为竞买保证金、
土地预付款和交易服务费预付款之
和）到账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28 日
16:30

六、竞买申请（报名）办法
1、有意竞买者须到挂牌人信息技

术部办理数字证书 ukey （已经办理
数字证书且仍在有效期内的除外）。数
字证书是竞买人参加网上挂牌竞价的

唯一标识；竞买人登录湖南省国土资源
网 上 交 易 系 统（http://www.hngtjy.
org/），点击“常德市”按钮，浏览、查阅
和下载意向地块出让文件，对意向地块
点击“竞买申请”按钮，网上填报《竞买
申请书》，获取交易系统随机生成的保
证金账号，通过银行转账办理，按时、足
额交纳竞买预交款项，获得竞买资格。
获得竞买资格后，点击“竞买报价”按钮
进行报价。

2、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详见出让文件，该文件与本公告内容
具有同等效力，竞买人应认真阅读并依

照出让文件规定执行。
3、竞买人必须保证所提供的竞买

申请（报名）资料和身份信息真实、合
法、有效。

4、竞买人与竞买预交款项交款
人、竞得人须为同一市场经营主体，各
项信息应完全一致。竞买预交款项必
须是从竞买人的银行账户转入规定的
银行账户。挂牌人不认可非竞买人代
交竞买预交款项的行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出让地块按挂牌期间的现状供

地，如地下有构筑物或管线设施等，由
竞得人自行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并承
担相关费用。

2、竞买人应自行对出让地块现状
进行踏勘。竞买人提交的竞买申请一
经交易系统受理，即视为竞买人对出让
地块现状及其出让文件均不持任何异
议。竞买人对其申请和承诺承担法律

责任。
3、本公告未尽事宜按出让文件的

相关规定办理。
八、信息发布媒体
本公告同时在中国土地市场网、

《湖南日报》、《常德日报》、常德市鼎城
区自然资源局网站、常德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发布。

九、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交易活动的办公地点为常德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地址：朗州北路与月亮
大道交会处市民之家东部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
0736—7256317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
0731-89991216
出让人联系人：卢女士
联系电话：0736-7821013
挂牌人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36-7256332

常德市鼎城区自然资源局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30日

标的
编号

1

宗地编号

常 鼎（2020）
34号

宗地位置

江南城区桃花源路与永
丰路交会处西北角

土地面积
(m2)

25392.78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城镇住宅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1-2.6

建筑
密度(%)

≤28

绿地率
(%)

≥32

出让年限
(年)

零售商业40、
城镇住宅70

起始价
(万元)

8610

增价幅度
（万元）

100 或 100
的整数倍

竞买预交款项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150

土地预付款
（万元）

/

交易服务费
预付款(万元)

45

常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常(鼎)土网挂告〔2020〕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