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湘菜年度盛典举行
湘菜十大事件、十大人物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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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 张家界市人民政
府与中联重科、 湖南多普生环境
能源有限公司在湖南张家界，就
城乡全环境综合治理与静脉产业
园建设运营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中联重科将为张家界市提
供一套完整的全环境综合治理
解决方案，并与湖南多普生共同
助力全市的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最终处置，该项目是湖南
省第一个静脉产业园项目，将在
湖南省内乃至全国起到引领示
范作用。

将实现垃圾变废为宝

据了解，张家界静脉产业园
项目预计总投资为9.5亿元人民
币、 园区占地面积约为330亩。
此次签约所涉及的运营项目主
要是将张家界市域辖区内不同
种类的固体废弃物集中到所建
设的静脉产业园中进行综合处
理，实现对城市各类固体废弃物
进行资源化利用和最终处置。

据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张家界静脉产业园项目主要
规划是，打造集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生活
垃圾预处理站、建筑资源化处置、
危废填埋场等设施及废旧物资
再生处理于一体的城市固体废
弃物综合处理基地，实现生活垃
圾、餐厨垃圾、市政污泥、建筑垃
圾、废旧物资等张家界市所有垃
圾资源的集中资源化再生利用。

相关资料显示，静脉产业园
是指建立以静脉产业为主导的
生态工业园，实现生活和工业垃
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资源共
享。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提
出，形象地将废弃物转换为再生
资源的行业称为“静脉产业”，如
同将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
送回心脏的静脉。目前，静脉产
业园建设项目在欧洲、日本等发
达国家发展水平较高。

助力维护“青山绿水”

张家界市是我国最重要的
旅游城市之一， 中联重科旗下

环境产业集团是国内领先的环
卫设备提供商、环境产业整体方
案提供商和投资运营商，湖南多
普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8年， 是一家主要从事污水
处理厂、自来水厂、污泥处理厂、
垃圾填埋场等城市公用事业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营运的环保
投资专业公司。此次合作，三方
共同解决当地环境难题，助力维
护张家界市这张“中国旅游文化
名片”的青山绿水。

数据显示，项目建成后可实
现 生 活 垃 圾 收 集 处 理 率 达
100%、 餐厨垃圾收集处理率达
60%、市政污泥收集无害化处理
比例达60%、废旧物资收集资源
化处理率达100%、 建筑垃圾收
集率达50%；资源化利用处理比
例达35%；危险废弃物收集无害
化处理率达100%。

当天，中联重科县域环境治
理PPP项目也取得新进展，中联
重科与张家界永定区政府就城
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签订了
特许经营权。 ■记者 黄利飞

破解垃圾围城，湖南首建“静脉产业”园
将实现生活、工业垃圾变废为宝，第一个项目将落户张家界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发改委获悉， 自12日24时
起，我省汽油、柴油每吨均将上
调70元， 这不仅是2017年首次
上调，也促成了油价跨年“四连
涨”。此前分别在2016年11月30
日、12月14日以及12月28日三
个调价窗口均为上调。

调整后的价格分别为：89号

汽油每升6.1元，92号汽油每升
6.5元，95号汽油每升6.91元，5号
普通柴油每升5.64元。相比调整
前，89号汽油、5号普通柴油每升
均涨0.06元，92号、95号汽油每
升均涨0.5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
油箱50L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
号汽油将多花约2.5元。

■记者 姜润辉

本报1月12日讯 日前，国家
质检总局公布，大众汽车（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将从2月6日起在
中国大陆地区共召回49480辆
进口甲壳虫和高尔夫旅行版系

列汽车；同时建议用户暂时停止
使用定速巡航功能。 据了解，此
次召回的原因是车辆刹车性能
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 胡锐

本报1月12日讯 近日，国
家质检总局发布受理生态原产
地产品保护申报公告，湖南省8
类产品、13个品牌上榜， 分别
是：古丈县茶叶，江永县夏橙、香
姜、香柚、香芋，靖州县茯苓、杨
梅、山核桃。这标志着我省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实现了零突破，
也为湖南实现从绿色大省向生
态强省转变增添了内生动力。

记者了解到，通过评定的生
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允许加贴生

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有利于
跨越对外贸易中的非关税贸易
壁垒，其生态性、原产地特性也
更容易赢得全球消费者的认可，
增加了与同类产品的差异化，产
品品牌、竞争优势和附加值都将
得到大幅提升。

目前，欧盟、日本、加拿大、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推出了类
似的“生态标签”制度，“生态标
签” 在全球贸易中已获得普遍
接受。

我省拥有大量独具特色的
优质、生态农产品资源，除了此
次上榜的8类产品， 我省古丈
县、江永县、靖州县正积极创建
“生态原产地保护示范区”，目前
3个县已经通过了国家质检总
局考核组的现场考核。示范区的
建立将进一步提升相关产品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附加值，涵盖
的综合产值达22亿元， 帮助3
县、66万人口受益。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为迎接农历春节，长沙各大
商场都铆足了劲，不但推出精彩
的互动， 更有打折促销活动。1
月12日，2016年底开始试营业
的长沙金茂览秀城也洋溢着欢
乐气氛，这里既能提供高品质的
演出满足视听，又可让人在吃喝

玩乐中慰劳一年的努力。
据了解，继“奇遇大咖奇遇

爱”圣诞明星模仿秀活动和“奇
遇未来”跨年主题夜圆满举办之
后， 长沙金茂览秀城将于1月14
日举办新年音乐会。与此同时，商
场里还将有Cosplay星球大战主

题巡游、 小丑魔幻秀等欢乐趣味
活动轮番上演。另外，该商场还
会推出新春纳福接财神、开门鸿
运送大礼、购物抽大奖、览秀城
寻宝秀、周五免费霸王餐等惊喜
福利，以及刷工行卡满300元立
减50元等活动。 ■记者 朱蓉

静脉产业园可以实现生活和工业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资源共享，有助于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局。（资料图片）

我省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实现零突破

13个品牌土特产成保护产品

1月12日上午， 省商务厅厅
长徐湘平受邀至省建行作了“着
力实施开放崛起战略 加快内陆
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 专题讲
座，以促进该行业务发展与我省
开放崛起发展战略的更好融合。

在推动“湘品出境、 湘企出
海、万商入湘”工程中，湖南建行
把自身经营管理融入全省经济发
展大局，认真落实好省委、省政府
各项部署要求， 近三年累计向湘
企投放进出口贸易融资金额64.5

亿美元， 通过建行海外分支机构
为湘企在境外融资金额30亿美
元，储备国际融资项目50余个，意
向融资金额超过500亿元。

据悉，为贯彻落实我省“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省建行
和省商务厅开展紧密合作，就“湘
企出海+”信息平台共建、支持和
服务开放型经济实体、 加大出口
订单与出口退税池融资投放等
事项， 达成了广泛共识及深度合
作意向。 ■邓平潘海涛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经信委获悉， 去年全省共发
电1333.6亿千瓦时， 全社会用电
1495.7亿千瓦时， 分别同比增长
6.4%、3.3%。

从全年发电来看， 全省以火
电、水电发电为主，去年两者发电
总量分别为732.2亿千瓦时、560.4
亿千瓦时， 均比上年同期实现增
长。但从增幅来看，增幅最大的是
风电发电，同比增长76.5%，新能
源发电增长也超过了六成。

12月份， 全省发电124.9亿
千瓦时，增长4.7%。其中，火电发
电97.7亿千瓦时，占全省同期发
电近八成 ， 比上年同期增长
52.8%，风电发电、新能源发电的
增幅也在50%以上；而水电则出
现负增长，上月发电22.9亿千瓦
时，增长-56.4%。

用电方面，12月份全省用电
需求稳定， 全社会用电143.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3%。

■记者 梁兴

我省新能源发电增六成

省建行助力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

油价跨年“四连涨”，加满一箱多花2.5元

刹车存隐患，大众召回5万辆汽车

金茂览秀城明日举办新年音乐会

行业动态

本报1月12日讯 春节将
至， 湘菜行业迎来一场盛事，
“2016湘菜年度盛典”11日在长
沙举行。来自省内外的餐饮大咖、
企业精英、社会名流齐聚一堂，年
味浓厚的湘菜菜品悉数登场，
2016年度湘菜十大事件、年度湘
菜十大人物以及终身成就奖、年
度新人奖等精彩奖项尘埃落定。

当天的重头戏“2016湘菜年
度盛典”终身成就奖，经业界力
推， 由湘菜泰斗谭添三摘得；年
度新人奖则落在我省“十行状
元·百优工匠” 中式烹调师竞赛
冠军、27岁的湖南商业技师学院
老师彭军炜身上。“湖湘食材供
天下”2016年全国百站巡回推广

系列活动等入选2016年度湘菜
十大事件，徐国华、汪峥嵘等入
选2016年度湘菜十大人物。

湘菜晚宴是当天的压轴大
戏，14个市州餐饮行业协会及餐
企筹备数月，各自选送一道代表
地域特色的精致菜品。 吉祥如
意、四季发财、三湘全家福……
这些寓意吉祥的菜品充分展示
了湘菜风采。

活动由省商务厅、湖南日报
社、省贸促会主办，大湘菜报、湖
南省餐饮行业协会、省湘菜产业
促进会联合承办，酒鬼酒股份有
限公司全程冠名赞助支持。据了
解，2017年湘菜美食节将由湘阴
县承办。 ■记者 杨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