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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9日讯 根据《湖
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 省环保厅近期对企业
2015年度环境行为进行了信
用等级评价。 评价范围主要包
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上市公
司、 日常环境监管中发现存在
环境问题的企业， 实际评价企
业1225家。

此 次 评 价 根 据 各 企 业

2015年度环境行为信息，拟评
定环境诚信企业30家、 环境合
格企业970家、 环境风险企业
137家、环境不良企业88家。省
环保厅对拟评结果进行了公
示， 公示期间省环保厅接受公
众来电、来信、来访等多种形式
反映问题， 并将对反映的问题
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

■记者 李国平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上
午， 常德市石门县环卫一体化
PPP项目正式奠基， 标志着全
省全环境治理第一个项目落
地， 这也是省内第一个重点功
能县垃圾收运体系PPP项目。
未来该模式会在全省其它40个
县域推广。

政企合作，全环境治理

作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建设
试点县， 石门县在其县域环卫
处理的重要环节———垃圾处理
方面， 还存在农村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处理等基础设施投入
和建设相对不足等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 去年11
月， 石门县与中联重科签订湖
南首个县域全环境治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将采用PPP模式
推进城区清扫保洁和县域垃圾
收运体系建设。 本次开工建设
项目为一期工程， 包括城区道
路清扫保洁、 城区和乡镇农村
垃圾收转运系统建设、 运营和
维护。

根据此次政企合作PPP项

目中长期规划， 中联重科还将
对水体修复、土壤修复、大气监
测治理等环境治理项目分步推
进实施， 为石门提供全环境综
合治理服务。

该模式将在全省推广

与石门县一样， 当下很多
城镇在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统
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中遭遇资金紧张、设
备运行效率低、 项目分散等问
题。

“这需要继续加强转变政
府职能， 地方尝试与拥有整体
环境处理能力的服务商合作，
共同探索和推进城镇新型环卫
治理模式。” 业内专家认为，石
门全环境治理项目是县域环境
治理PPP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

记者了解到， 中联重科已
与省内4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县签署协议， 采用PPP模式
推进政府和企业合作共同探索
县域环境治理。 未来该模式还
会在全省其它40个县域推广。

■记者 蔡平

我省4人
获评学雷锋标兵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我省共
3个先进集体和4名模范人物分别获
得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全国岗
位学雷锋标兵牌匾证书。分别是：长
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 湖南广
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国家电网石门
县壶瓶山供电所； 省疾控中心微生
物检验科科长张红、 长沙师范学院
美术动画系教师贺文龙、 长沙市天
心公安分局城南路派出所熙台岭社
区民警刘培友、 冷水江市司法局潘
桥司法所所长郭远红。 ■记者 杨昱

省人大常委会
集体学“两学一做”

本报5月19日讯 昨天下午，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 机关党组学习中
心组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集体
学习，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韩永
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邀请常委会委员
徐晨光作了“讲政治，有信念”专题
辅导。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罗平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是我国
第6个“中国旅游日”，2016年中国
旅游日湖南分会场活动暨中国旅游
网络媒体湖南行在长沙拉开大幕。

为了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共享湖
南旅游改革发展成果，5月19日，全
省14个市州开展旅游相关免票、优
惠及主题活动120多项。

■见习记者 卜岚

湖南推120多项
旅游优惠措施

我省全环境治理首个落地项目开工
未来将在其它40个县域推广

环保连线

88家企业环境信用拟被评“不良”

本报5月19日讯 世界
首个以水稻为主题的博物
馆———隆平水稻博物馆今
晚试开馆，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前往
考察，向袁隆平院士和杂交
水稻科研团队致以崇高敬
意。

省领导和老同志许又
声、易炼红、韩永文、欧阳
斌、肖雅瑜参加考察。

全球首个
大型水稻博物馆

从高空中俯瞰，人民东
路、京港澳高速和滨河路交
会的“金三角”，6颗饱满的
“稻粒” 在阳光的映射下金
光灿灿，洒落在芙蓉区浏阳
河东岸。19日晚， 在2016长
沙首届浏阳河文化艺术节
开幕式上，全球首个大型水
稻博物馆———隆平水稻博
物馆正式试开馆。 当晚，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与官春
云、印遇龙、朱英国、谢华安
等5位院士共享隆平水稻博
物馆试开馆的美好时光。

隆平文化园占地 280
亩，坐落在风光迤逦的浏阳
河东岸，位于该公园内的水
稻博物馆建筑面积1.8万平
方米，主体建筑面积1.1万平
方米， 主要分为陈列区、库
藏区、公共服务区、技术与
行政管理空间等5个功能
区。陈列区包括中国水稻历
史文化、水稻科技、袁隆平
与杂交水稻3个基本展厅和
1个临时展厅， 展陈面积约
6000平方米。

在先期开馆试运行的
《梦想成真———袁隆平与杂
交水稻》展区，透过晨光，只
见世界水稻之父———袁隆

平院士躬身稻田， 面露微
笑，这一情景雕塑再现了袁
院士扎根农村搞科研的工
作瞬间 ； 走进 《金色奇
迹———水稻的生长、种植与
研究》展区，除了用现代声
光电展示育苗等过程外，在
展区一侧的一整面超级稻
种子十分抢眼，D优202、两
优287、 合美古……这些农
业部确认的超级稻示范推
广品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所吃的“米饭”，可以让孩
子们知道一日三餐的主食
是怎么来的。

“白天观展，夜晚赏戏”

据了解，隆平水稻博物
馆首次将科普馆、 文博馆、
名人馆整体融合。 借助240
度全息影院、真人比例幻影
成景、动漫等高科技展示手
段，结合文物、场景、雕塑，
丰满立体展示袁隆平院士
的两个梦想， 即禾下乘凉
梦、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共展出文物、 实物展品240
多件、 展陈面积900多平方
米、多媒体展项24项。

水稻博物馆外， 呈现
给眼前的是一片美丽的
“田园风光”。驻足田埂上，
梯田自上而下，错落有致，
风起时， 稻浪摇曳。 不远
处，风车、山塘与绿意绵延
的浏阳河风光带相映相
融。置身此间，市民游客将
能感受城市美景和田园野
趣的交互， 更可以寻到乡
愁和记忆。 该区域已建成
长沙首座情景剧生态剧
场， 今后可实现“白天观
展，夜晚赏戏”的都市田园
乡愁体验。

■记者 陈月红

本报 5月 19日讯 今
晚，“醉美浏阳河 神奇九道
湾”———2016长沙首届浏阳
河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情境
演出，在浏阳河畔的隆平水
稻博物馆唯美启幕。演出以
《浏阳河上》为主题，为现场
观众献上一台唯美而兼具
历史厚重感的湖湘印象，也
是我省首次将大型实景情
境演出融入艺术节开幕式。

一颗种子从发芽开始，
展现出生命从苏醒、生发到
衰谢的生命律动过程，将生
命的神奇与壮观融入历史
长河中，序曲《禾下之梦》触
动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感悟
与认知。接着，又以《浏水之
源》、《浏水之韵》、《浏水之
恋》、《浏水之悟》4大主题篇
章，演绎了九曲浏河的精神

风貌，全面彰显浏河的多样
气质。 全剧将场外水域及
5000平方米水稻种植田融
为一体，打造一个超大视觉
的实景舞台。据悉，《浏阳河
上》今后将作为隆平水稻博
物馆的保留节目定期巡演。

为期5天的首届浏阳河
文化艺术节由长沙市委、市
政府主办， 长沙市委宣传部
与芙蓉区委、区政府承办，以
打造“不负浏阳河天赐之美，
追逐艺术梦想， 共建品质长
沙”的文化名片，展示“山水洲
城品质长沙”新形象为目标。
除今晚开幕式演出外，“芯动
芙蓉快乐Shopping”芙蓉消
费节、 浏阳河系列纪录片展
播、长沙市群众文艺展演等
一系列相关活动也将全面
铺开。 ■ 记者 陈月红

隆平水稻博物馆试开馆
为全球首个大型水稻博物馆 首次将科普馆、文博馆、名人馆整体融合

活动连线

2016长沙首届浏阳河文化艺术节开幕
大型实景演出《浏阳河上》诠释最美湖湘

5月19日，幕色下的隆平水稻博物馆。当天，世界首个以水稻为主题的博物馆———隆平水稻博物馆在长沙市浏阳河东岸风
光带开馆试运行。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