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工地扬尘
随时在线监控

天际曲线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 记者
从省环保厅了解到，截至5月13日，
我省接到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群
众信访举报件2446件，办结1093.5
件， 责令整改2228家， 立案处罚
654家，罚款金额3464万元，立案
侦查80件，行政拘留80人，刑事拘
留22人，约谈864人，问责801人。

已办结的案件中， 长沙市办
结256件，株洲市办结68.5件，湘潭
市办结91.5件， 益阳市办结43件，
岳阳市办结144件，衡阳市办结88
件，邵阳市办结63件。

■记者 和婷婷

日前， 经济学家王福重
做客新闻评论节目《财经郎
眼》，向地方网约车新政“开
炮”。在他看来，不少地方出
台的网约车新政中， 对网约
车采取了限制而非拥抱的态
度，具体表现在通过户籍、车
籍、 轴距等标准方面的规定
比较苛刻。

希望那些规定不了了之

这位一向以敢于直言著
称的经济学家表示， 解决了
传统出租车模式诸多弊端的
网约车， 毫无争议的是一个
划时代的产品， 它不仅是一
种创新， 更是推动了实体经
济的升级。 尽管目前有些地
方已经出台了网约车细则，
但他希望这些规定能够在
2017年最后不了了之。

破除传统出租车弊端

在王福重看来， 网约车
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传统出
租车的运行模式已经存在着
诸多的弊端。

一方面是要想开出租车
首先得有牌照， 而凡是有牌
照的东西它总是供应不足
的，此外，传统出租车还有一
个弊端， 就是完全采用巡游
的方式， 扫街空驶也造成了
成本高。

王福重说， 正是网约车
的到来， 改变了传统出租车
的这种弊端。 关键是因为网
约车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把
所有打车的人和所有开车的

人联系在一起， 并且迅速的进
行匹配， 这也成功消除了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 让车辆效率大
大提升。

限制户籍违背市场经济

为了应对网约车的问题，
目前各地出了网约车新政，如
北京上海是需要本地人本地
车，它意思是说本地人更可靠，
信息更对称，就更安全。对此，
王福重并不认同。他认为，市场
经济就是去掉身份的经济，它
是一种契约。 它的安全是要通
过技术保证， 是要通过公司的
信誉保证。

“网约车信誉高于出租车”

王福重表示， 目前像滴滴
等网约车平台， 信誉要高于以
往任何的出租车公司， 因为它
更大，资产规模更大，如果它不
守信誉， 如果它违背信誉的承
诺那么它的损失会更大。此外，
通过技术运用， 网约车实际上
是处在一种无时无刻不一种受
监督的状态，非常透明的状态，
安全性还会高于传统出租车。

王福重认为，网约车的问题
就是一个管理部门怎么管理的
问题，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怎么认知市场的问题。 他说，市
场经济是一种自愿的契约，网约
车司机他和这个互联网约车平
台签的这个契约，如果他没有违
背现有的法律， 要尊重契约精
神， 要尊重价格机制的作用，要
照顾到最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改进他们的福利。 ■伍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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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北卡州合作，可以引进美国高端人才、技术，同时避免知识产权壁垒”

因英雄结缘，湖南与北卡携手“双创”

美国爱心基金会
桂东助学11年

近日， 美国霍勒·厄普
邱奇儿童基金会再次来到桂
东资助贫困学生，17名就读
于桂东县一中的贫困学生共
获得资助28900元。这是该基
金会连续第19次资助桂东贫
困学生，从2007年开始，11年
来共累计资助125万元。据了
解， 桂东贫困学生被该基金
会列为资助对象后， 就会享
受资助至大学毕业。

美国霍勒·厄普邱奇儿
童基金会原名为“爱之家”儿
童基金会， 是为纪念美国飞
虎队成员罗伯特·厄普邱奇
而设立的，也正是这位英雄，
让湖南和北卡州“结缘”。

1944年9月， 来华支援
抗日的美国北卡州莫尔郡青
年罗伯特·厄普邱奇奉命驾
驶一架战斗机， 在株洲市炎
陵县上空与日军战机发生激
烈空战。 罗伯特驾驶的战机
受到重创， 坠毁于桂东县四
都乡桃寮村附近的八面山
上，罗伯特英勇牺牲。桂东人
民将其掩埋在当地， 几十年
如一日祭扫悼念这位英雄。

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
国北卡罗莱纳州，感动了当地
政要和普通群众。2006年，英
雄罗伯特终于回归故里。从此
两省州开始了密切交往 。
2009年， 桂东县和北卡莫尔
郡建立了友好县郡关系，北卡
北莫尔高中和湖南桂东一中
建立了友好校际关系。

好朋友“串门”
学习交流

几年间，湖南与北卡州
的“朋友圈”也逐渐扩大至两
地其他县市：2010年，芷江县
和松鹤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
系；2012年，株洲市和北卡德
拉姆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
系。

2012年，湖南省和北卡
州正式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这两个好朋友如何“手拉手”
一起走？近年来，两省州不仅
通过互联网进行师生交流，
还常常“串门”互相交流，了
解和学习对方的文化、教育。

株洲市的一家生物医
药企业商谈引进来自北卡三

角科技园区的一个食品安全
检测技术； 北卡州松鹤市绿
色设备公司和湖南岳阳的一
家石油化工企业洽谈用于减
排、 增效的石油添加剂的贸
易协议……与此同时， 近年
来，湖南与北卡州在科技、能
源、 环保等多领域的合作如
火如荼， 并签署了多份贸易
协议。

为了促进湖南与美国方
面的交流合作和经贸往来不
断深入，近年，北卡州立大学
理学院教授、卡罗莱纳-中国
友好交流协会会长谢立安多
次访湘，就摩托车头盔、车厢
冷冻技术、 中国城等项目探
讨合作可能性。

双创中心
三五年或“开花结果”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创新创业” 成为关键词之
一。 湖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
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
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
带接合部， 创新创业战略地
位优势明显。 北卡州拥有丰
富的科技、 创新、 人才等资
源，两省州的发展不谋而合。

2015年， 湖南代表团前
往北卡州考察， 并共同签署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友好省
州关系备忘录》，达成合作意
向。 一年后， 在长沙科交会
上，湖南与北卡州正式签约，
湖南北卡创新创业中心将落
户长沙。今年3月，就该中心
建设事宜， 湖南和北卡专家
团队再次进行了深入交流。

“双方 合作 有很 大 潜
力。”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工程机械、轨道交通都是
湖南的名片， 但湖南制造向
湖南创造方面转型升级，则
必须在工业设计、研发、人才
引进方面加强。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湖
南产品的走向世界， 在知识
产权这块是一个很大的阻
碍。“通过与北卡州的合作，
可以引进美国的高端人才、
技术。如果企业有需求，可以
吸引高端人才来湖南发展，
避免知识产权的壁垒。”据介
绍， 目前， 该中心正在筹建
中，从2017年开始，计划三年
左右初见成效， 五年争取取
得重大成果。

·国际友好城市篇

经济学家王福重：

限制网约车户籍违背市场规律

湖南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因英雄罗伯特“结
缘”，2012年两地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近年来，
双方频频“互粉”，在文化、教育、科技、经贸等领域
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合作，成绩斐然。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韦美妃

5月12日，吉首市寨阳乡曙光村，永（永顺）吉（吉首）高速公路第十七合同段石家寨互通立
交桥在蓝天中划出美丽曲线，优美壮观。石家寨互通立交由匝道桥、加宽桥、高架桥等10座桥梁
组成，实现了永吉高速与既有包（包头）茂（茂名）高速互联互通。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

中央环保督察组信访件
结案1093件
问责801人

本报5月15日讯 以前只听过
“高射炮打蚊子”， 在长沙市双河
湾农民安置房的工地上， 记者看
到了“打空气”的大炮———降尘雾
炮， 而扬尘等环保指标可随时在
线监控。 该市今天组织扬尘防治
观摩会，“工程建设扬尘控制通用
标准”在会上正式发布。

长沙有225个项目安装了降
尘喷淋装置及降尘雾炮机，184个
项目安装了扬尘、噪音监测仪器，
实时监测大气颗粒物浓度、温度、
湿度、风速风向、噪声等，发现数
据达到预警值时可进行快速防治
处理。到7月1日，该市所有建筑工
地都要求装上监控装置。

■记者 李治 实习生 金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