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薄悦读

本报8月31日讯 今日，记者从长沙
市质监局举办的《雨花区黎 街道食品
生产加工行业集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草案）》重大决策听证会上获悉，长沙
市质监局将对雨花区黎 街道内获证
食品企业开展全面清查，无法提供厂房
合法证明材料或厂房已列入拆迁范围
的企业，可能无法获得新证。

据了解，雨花区黎 街道地处城乡
接合部， 辖区内有数百家食品企业，是
长沙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最集中的区域
之一，但许多食品企业租用临时性厂房
甚至违章建筑。根据《方案》，他们无法
重新获取生产许可证，因此厂房产权问
题成为了听证会讨论的焦点。

黎 街道内的食品企业数量多、规

模小、基本条件差，是食品质量问题频
发区。听证会上，社会各界人士还提出
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据悉， 此次是长沙
市质监局首次就重大决策举行听证会，
长沙市质监局局长陈曙光表示，会后会
认真研究各界代表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按有关程序对《方案》进行完善。

■记者 未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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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福彩“帮帮帮”活动组来到
了省儿童医院， 探望早产的三胞胎兄妹，
并送去1万元的慰问金。

据悉，三胞胎的母亲刘佳于本月20日
凌晨顺产生下一男两女，三胞胎的体重最
重的还不足一公斤。20日早， 三胞胎被送
到省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
抢救。 据医务人员介绍，大毛已经在23日
夭折。目前二毛、三毛体重过轻，内脏器官
都没发育好，现在的情况还是很危险。

然而， 巨额的医疗费让刘佳很头痛。

得知刘佳夫妻俩卖房救早产三胞胎的消
息后，湖南福彩“帮帮帮”活动组及时跟进
了三胞胎的救助情况， 并与刘佳取得联
系，送去1万元福彩慰问金。此外，积极配
合媒体宣传救助信息，希望动员社会更多
爱心人士关心、帮助这个家庭。

据了解，“福彩帮帮帮” 节目播出后，
有爱心人士特地赶到了省儿童医院，送去
爱心善款。 ■通讯员 杨健

湖南福彩救助早产三胞胎

排污权有偿使用将逐步全省推广
省物价局联合省财政厅日前下达长

株潭三市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有
偿使用费试行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决
定从8月20日起试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实施交易的污染物暂定为化学需氧量
和二氧化硫两种。

“这是我省首次对排污权的有偿使用
制定具体的收费标准。”8月31日，省物价
局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处处长何长庚表
示， 这个标准将会推动全省的节能减排
工作。

获排污权必须缴费使用
从2010年起，国家财政部、环保部批

准我省在长株潭地区开展二氧化硫、化学
需氧量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此次
出台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试行标准，是对排
污权交易的进一步推进。

此次试行标准明确，长株潭三市实行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单位，获得排污
权必须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排污权有
效期为5年。

新办企业排污权需申购
排污权要如何取得？“一般来说，新办

企业和企业新、改、扩建项目可以通过向
环境保护部门按标准申购其预留的排污
权。”何长庚介绍，预留的排污权要优先保
证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和我省优先培育发

展产业的企业。
据悉，新办企业和企业新、改、扩建项

目有偿获得排污权后，在排污权有效期内
不再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从排污权有
效期满的次年开始按现有排污企业的收
费标准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新老企业实行两套标准
那是不是所有企业都需要缴纳排污

权有偿使用费呢？
“这次主要集中在九个行业：化工、石

化、钢铁、有色、医药、造纸、食品、建材行
业与火电企业。”何长庚介绍，由于老企业
之前上缴了排污费， 而现在只需补足差
价，此次所收费用标准还根据新老企业进
行了分类， 现有排污企业排放二氧化硫，
长沙市是180元/吨， 株洲市和湘潭市144
元/吨，化学需氧量的收费标准，长沙市是
210元/吨、 株洲市和湘潭市168元/吨；而
对于新办企业和企业新、改、扩建项目排
放二氧化硫，长沙市是1500元/吨、株洲市
和湘潭市1200元/吨，化学需氧量，长沙市
按2000元/吨、 株洲市和湘潭市均按1600
元/吨的标准征收。

使用标准将逐步全省推行
那这些钱交给谁了？
根据湖南省政府之前出台的《湖南省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 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
费和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收入，严格按
照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纳入财政
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何长庚表示，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由各
地环境保护部门征收，但他们必须到当地
价格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的相关手续，并
实施亮证收费；到同级财政部门办理非税

收入票据购领手续，自觉接受价格、财政
部门的监督检查。

据悉，我省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试行标
准先在长株潭地区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到
全省； 交易对象也将由目前的化学需氧
量、 二氧化硫逐步增加到其他污染排放
物。

■实习生 朱蔷 记者 刘玲玲

本报8月31日讯 日前， 省发改委批
复了湖南崀山八角寨客运索道建设工程
项目的批复，同意建设该项目。此前，湖南
已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衡阳南岳、长
沙岳麓山及郴州苏仙岭四条大型客运旅
游索道。 ■记者 朱玉文

崀山建设八角寨客运索道

省工商通报16种种子不合格

本报8月31日讯 今天下午，省工商局
通报了2011年第一季度流通环节种子商
品质量抽样检验情况。据悉，本次种子抽
样检测， 覆盖全省14个市州的种子批发、
零售企业和生产企业， 抽检种子样品234
批次。 经检测，218批次合格， 合格率为
93.2%。其中，湖南东方红种业有限公司水
稻种子协优963等16种种子因为发芽率问
题，检验不合格。 ■记者 刘玲玲

湘企首推“安全生产开放日”活动
本报8月31日讯 随着食品安全事故频

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担忧，今天上
午，湖南省麦香实业有限公司首推“安全生
产开放日”活动，拟定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为
公司的“安全生产开放日”。该活动是将食品
生产透明化，让消费者清楚了解麦香食品在
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记者 吴林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拟对湖南张家界祥龙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 2011 年 6�月 20 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
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30239.36 万元。 债
务人位于湖南省张家界解放路 46 号， 该债权以债务
人房产、设备和湖南大庸宾馆土地设置抵押。 现处于
法院执行阶段。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 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曹录荣
联系电话：0731— 84138488

�������电子邮件：caolurong@cindamc.com.cn
�������分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解放东路 186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731——— 84138188

������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wangfei@cindamc.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 www.cinda.com.cn�。 ”

上交所金属市场周三保持红盘，各
品种均有小幅度上涨。截至收盘，沪铜
1111合约上涨210元；沪铝1111合约上
涨30元；沪锌1111合约上涨70元；沪铅
1110合约上涨35元。短期沪金属保持着
缓步上升的态势， 市场人气逐渐恢复，
操作上谨慎看多。

周三郑棉主力1205合约平开，期
价全天维持震荡，主力1205合约跌35
元/吨。 虽然近期棉花现货价格受到
收储政策的影响开始企稳回升，但是
今年全国棉花总体长势良好，综合来
看下跌空间有限。郑棉1205合约从前

期低点20340开始， 期价重心缓慢上
移， 但是近几日在21800一线停滞不
前， 阻力较大， 在期价选择突破之前
以观望为主！

IF1109合约周三低开震荡整理，
报收小阳线， 成交和持仓环比小幅减
少。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5日均线抬
头较快， 迅速上穿20日均线， 这点说
明， 市场在震荡中迎来超跌反弹的时
间越来越近，不排除周四和周五股指反
弹的可能。建议投资者逢低做多，有效
跌破2820点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短期沪金属保持缓步上升态势

期货交易的买卖双方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构成交割违约：1.在规定的交割期
限内卖方未交付有效标准仓单的；2.在
规定的交割期限内买方未解付货款或
解付不足的。

交割违约如何认定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长沙质监局全面清查食品企业，黎 数百公司“生死”攸关

食品企业不准租临时厂房生产

期货知识

湘江排污口。排污权有偿使用将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
物排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