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0日讯 9月19日上
午，以“小小绿色生活家”为主题的
第三届绿色循环日活动在长沙同
升湖实验学校举行，活动同时向全
省10个中小学和10个高校大学生
环保社区发出参与绿色循环实践
的邀请。

据介绍， 此次活动由省长株潭
“两型社会”试验区管委会、省保护
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和长沙
同升湖实验学校共同主办。

据悉，“绿色循环日” 是由省环
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于2015年发起
的一项呼吁个人、社区、学校、企业、
媒体和政府践行绿色化的项目。

■记者 和婷婷

本报9月20日讯“竞买
人在网上挂牌期间， 只能进
行一次有效报价， 且报价不
得超过一个加价幅度……”
今日， 记者从长沙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了解到， 经长沙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长
沙市住宅用地“限房价、竞地
价” 试点操纵规则》 正式发
布， 这也意味着被业界称为
“熔断+摇号” 土地新政正式
实施。

《规则》明确，今后长沙
在住宅用地拍卖过程中，将
先设定住宅销售限价， 然后
根据住宅销售价与住宅综合

开发成本， 按不高于土地挂牌
起始价的 150%， 综合确定土
地交易最高限价。

此外， 规定还调整了网上
挂牌期和竞价报价规则。 规定
指出， 要将住宅销售价写入挂
牌公示并公告，同时，竞买人在
网上挂牌期间， 只能进行一次
有效报价， 且报价不得超过一
个加价幅度， 第一个报价的竞
买人只能按起始价报价； 竞买
人在网上竞价期报价每次只能
增加一个加价幅度。 当竞价达
到最高限价时，停止网上竞价，
改为现场摇号。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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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0日讯 从今年8月
起，一场“最严”整治在三湘四水
铺开， 各市州积极开展清理国家
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
活动。如今时间过去一个多月，情
况如何了？ 记者今日从“三湘风
纪”网了解到，近期，各地纪委陆
续通报了一批违规参与涉矿类等
经营性活动典型案件。

参与砂场经营并包庇执法

2014年6月至2015年底，益
阳市赫山区公路管理局路政执法
大队原副大队长何庚辉违规参与
煤灰经营和欧阳轶农的砂场经营
等活动； 同时， 他还利用职务之
便， 在经营过程中和治超行动中

通过“选择性”执法等方式，包庇
超载运煤运砂车辆， 共计违规获
利452000元。何庚辉还存在其他
严重违纪违规问题。2017年8月，
赫山区纪委给予何庚辉开除党籍
处分。

以妻嫂名义入股公司

宜章县委原副书记、 时任郴
州市委组织部正处级组织员张卫
星，于2013年11月以其妻嫂刘某
的名义入股周某、 李某在广州成
立的某公司20万元， 占股20%。该
公司成立后，在汝城县参与承建盈
岭公路项目，赚取管理费320万元，
张卫星分红获利64万元。 此外，张
卫星还存在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的问题。张卫星受到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岳父名义入股公司

2013年11月， 汝城县委原常
委、 县政府原常务副县长陈向华以
其岳父李某的名义入股周某、 李某
在广州成立的某公司20万元， 占股
20%。在陈向华的协调下，该公司先
后参与或承建汝城县盈岭公路项
目、 汝城县三号楼小区建设项目等
工程。 此外， 陈向华还存在其他问
题。陈向华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 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及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记者 王智芳

《方案》提出，在绿色交
通技术推广上， 重点推广新
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技术，
各市州将新增新能源与清洁
能源公交车 1.2�万台、 出租
车 5000�台；公路方面，重点
推广生态防护技术、 公路绿
色降噪技术、 水资源处理和
综合利用技术、 长寿命路面
技术等。

2020年， 高速公路服务
区污水循环利用率达50%，
道路运输清洁燃料车辆保有
量增长率达50%， 船舶污水
接收处理率达100%，内河运
输船舶能源消耗中液化天然
气（LNG）比例达10%，交通运
输环境监测网重点监测对象
覆盖率达100%， 交通运输能
耗统计监测平台建设完成率
达50%，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

中新能源车辆比重达65%。
在绿色建筑技术推广

上，重点推广绿色建造技术、
装配式建筑技术、BIM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机械
式立体停车技术、 立体绿化
技术；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和要求推广透水地面技
术、 雨水与中水收集回用技
术、 节水灌溉技术。 到2020
年，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
三市50%以上新建建筑达到
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全省
30%以上新建建筑达到绿色
建筑标准要求； 全省城镇新
（改、扩）建筑，设计和施工阶
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率均
达到100%；各市州中心城区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达到30%， 长株潭三市中心
城区达到50%。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出台清洁低碳技术推广方案，将大力推广10类清洁低碳技术

三年后新增公交车65%为新能源车
全省各市州将新增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 1.2�万

台、出租车 5000�台，到2020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
长 20%以上，努力打造绿色产业聚集区、具有国际影响的
清洁低碳技术孵化地……记者今天从省两型办获悉，《长
株潭两型试验区清洁低碳技术推广实施方案（2017-2020
年）》（下简称《方案》）日前已出台，明确了长株潭两型社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7-2020年的绿色发展目标，
将大力推广污水处理技术、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等10类清洁
低碳技术。“这次公布的10类技术， 是在2012年推广的十
大技术的基础上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 可谓‘升级
版’。”省两型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方案》指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益阳市、常德市、
岳阳市、娄底市及郴州市（以下统称为“长株潭试验区”）。

■记者 陈月红

建7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90%以上村庄生活垃圾得治理

在污水处理技术推广
上， 我省将依托湘江保护和
治理“一号重点工程”和洞庭
湖、资水、沅水、澧水治理，有
针对性地处理结构性和水质
性缺水、市政污泥、农村特别
是湖区水质较差等问题。到
2020年， 在“长株潭试验
区”， 县以上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95%， 地级及以
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
率达到90%以上； 农村分散
式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取
得成效。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推广
方面， 将突出火电厂提标改
造、脱硝、除尘、汽车尾气治
理，以及碳排放、臭氧、挥发
性气体治理， 进一步提高治
理要求。其中，对工业企业造
成的大气污染问题， 重点推
广燃煤锅炉烟气脱硫技术，
锅炉脱硝技术等； 对大气面
源污染问题， 重点推广油气
回收治理技术， 餐厨油烟净
化技术， 室内空气净化技术
等；对移动源大气污染问题，

重点推广机动车尾气净化技
术， 柴油车尾气颗粒物过滤
消除技术。 到2020年，“长株
潭试验区” 内， SO2、NOX、烟
（粉）尘排放量较2015年分别
下降8%、10%和10%， 加油
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回
收率提高到90%以上。

土壤修复技术推广上，
将针对镉、砷、汞、镍、钒等重
金属污染程度较重的特点，
突出工矿区、 耕地的重金属
污染治理。 到2020年，“长株
潭试验区” 内将培育一批土
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专业企
业， 研究和储备一批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关键技术；土
壤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提高
10%。

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推
广上， 到2020年，“长株潭试
验区”共建成7座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焚烧处理设计
能力达到9400吨/日；全省所
有乡镇、90%以上村庄的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重点推广长寿命路面技术等
新增公交车65%为新能源车

9月20日上午，长沙县公安局举办以“开放的警营欢迎您”为主题的体验活动，邀请媒体
记者亲身体验。现场一架警企合作的直升机，首次开启警航巡逻。据了解，城市巡逻车有效观
察范围只有230平方米，而一架警用直升机可达4.6万平方米，此模式将大大提高公安机关
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的能力。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文坚 摄影报道

长沙开启
警航巡逻

湖南“最严”整治再升温，郴州、益阳等地通报一批典型案件
以妻嫂名义入股公司，县委副书记被查

限房价，竞地价
长沙“熔断＋摇号”土地新政实施

湖南第三届
绿色循环日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