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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奎不慎遗失湖南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证，证号：43038
1198603081710，特此声明。
◆周文翠遗失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证号：0612301311，声明作废。
◆湖南工学院胡榛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411528300769，声明作废。
◆崔裕浩（父亲:崔关志,母亲:钟梅
芳 )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
F430561767，声明作废。
◆谢承诚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424199508112315，声明作废。

◆谭诗茹(父亲:谭雪钢，母亲:
李金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05751，声明作废。

◆龙广军遗失就业失业登记
证，证号:4306110013000171，
声明作废。

◆李涛遗失会计从业证，编号:
430481199508074539，声明作废。

◆陈宇（父亲：陈清文，母亲：敖春
娥）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173107，声明作废。

◆何欢（父亲：何国忠，母亲：曾立
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430133657，声明作废。

◆肖鑫灿（父亲：肖斌，母亲：董兰
兰）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967256，声明作废。

◆向邦国（父亲：向前，母亲：唐芙
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203113，声明作废。

◆曾诗虞（父亲：曾志林，母亲：吴丹
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972215，声明作废。

◆刘鑫宇（父亲：刘义，母亲：赵娟）遗
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170627，声明作废。

◆王梓薇（父亲：王荣香，母亲：李
丹）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420565，声明作废。◆罗渤尧、罗渤文（父亲：罗跃平，

母亲： 陈朝君） 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 编号分别为 ：M430916594、
Q430550919，声明作废。

◆龚锦浩（父亲：龚传飞，母亲：王
敏）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837502，声明作废。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 在望
城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罗立
新、 科长徐莉的带领与望城区高
塘岭街道的支持下， 长沙市红十
字会宏朗眼科志愿者服务队来到
高塘岭敬老院， 为敬老院老人与
周边社区居民进行眼健康筛查与
义诊服务，传递光明与希望。

高塘岭街道敬老院有120位

老人，加上周边社区的居民，宏朗
眼科志愿者们当天为现场200多
人进行了义诊。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精神， 望城区红十字会将继续联
合宏朗眼科志愿者服务队深入更
多社区，为有需要的人带去光明，
传递希望。

经济信息

迎接学雷锋日 望城区红十字会用爱传递光明

继对婴儿配方奶粉实施
“史上最严” 检测标准之后，我
国又开始着手实施对鲜奶的新
国标制定。 记者日前从行业内
获悉， 我国对于生乳的新国标
的第一次讨论稿已经发布，开
始向社会征求意见。 新国标中
的一大亮点就是实施生乳分级
标准， 即对原奶中的优质奶源
与一般奶源区分开来， 最终在
市场上形成差异化的奶产品，
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也
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改变目
前“好奶卖不出好价”的状况。

【现状】
优劣奶源，市场同价

记者了解到， 目前我国执
行的生乳标准是2010年制定
的。 中国农科院牧医所奶业创
新团队首席专家王加启表示，
当时是通用标准， 在指标上要
考虑到我国生乳的普遍水平。

而如今仍执行同一国家标
准，就使得优质奶“跳不出来”无
法体现出优质优价。在这种情况
下，很多大型牛奶加工企业往往
也是把各种奶源混在一起，各档
次奶源的产品在终端市场上都
卖一样的价格。 这就导致加工

企业没有更多的积极性寻求优
质奶源， 而规范化运作的牧场
也没有因为更先进的运营管理
而多受益。“这种局面本身就不
利于中国鲜奶品质的提升。”有
多家乳企人士都这样表示。

【最新】
包装上将标明原奶等级

据参与拟定这项新标准草
案的王加启介绍， 实施生乳分
级标准应该是个合理方案，其
优点是引导加工企业把优质奶
源与一般奶源在加工产品时区
分开来。另外，加工企业可以将
不同等级的奶源加工成不同奶
产品， 最终在产品包装上明示

原奶等级并在市场价格上有所
区分， 让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
按需选择。

“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和
地区都采取了原奶分级制，这
种模式有助于鼓励养殖企业养
好牛、加工企业用好奶，对整个
产业链的升级都有利， 最终会
依靠市场的力量引导整个奶业
向优质发展。”某奶牛养殖企业
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美国在
1924年制定优质乳条例时，就
把生乳划分成A、B、C、D四级，
并在奶产品的包装上明确标识
奶源等级， 最终通过消费选择
的正向引导作用， 到1965年美
国的食用生乳就基本都达到最
优的A级水平了。

记者3月7日从国家能源局获
悉，2018年我国将加快能源绿色
发展，进一步壮大清洁能源产业。

根据国家能源局研究制定的
《2018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今年
将统筹优化水电开发利用，稳妥推
进核电发展，稳步发展风电和太阳
能发电，积极发展生物质能等新能
源，有序推进天然气利用。同时，加
快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指导意见明确，2018年全国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5.5亿吨标
准煤左右。 今年将着力解决清洁
能源消纳问题， 增强油气储备应
急能力；积极发展新兴能源产业，
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新模式、 新业
态发展壮大， 实施能源系统人工
智能、大数据应用等创新行动，推
广智能化生产、储运和用能设施。

■据新华社

本报3月7日讯 今日， 记者
从湖南省发改委获悉，《湖南省
2018年能源工作要点》（以下简称
《要点》）已于近日印发。《要点》指
出，2018年湖南省能源消费总量
将控制在1.65亿吨标煤左右，全
社会用电量1684亿千瓦时左右，
增长6.5%。成品油消费量约1260
万吨，增长1%；天然气消费量约
35.9亿立方米，增长15%左右。在
供应方面， 能源生产总量将达到
约4200万吨标煤， 煤炭生产总量
2000万吨。

推广天然气大用户直供

《要点》强调，今年我省将大
力推广天然气大用户直供， 减少
工业和民用用户在输配价格和终
端气价上的交叉补贴； 大力实施
光伏扶贫三年行动计划， 继续推
进村级和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建
设，计划新建2000多个村级电站，
总装机约30万千瓦。

同时， 为补齐我省能源发展

的短板，在农网改造工程方面，今
年我省将全面启动农网改造升级
项目管理系统， 加大电网企业自
筹资金力度， 计划年度投资90亿
元，完成5400个行政村改造。

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在推进民生能源工
程方面， 我省还将以长株潭地区
和高速公路沿线为重点， 加快推
进全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湖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新能源汽车驶入发展快车
道， 我省充电设施建设虽然一直
在提速、增效，但仍然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该负责人介绍，2018年我省
将带动环洞庭湖区、大湘南、大湘
西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预计
年底前全省充电站超过300座，分
散式充电桩超过50000个， 省级
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化服务平台建
成投入使用， 初步形成全省充电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记者 卜岚

本报3月7日讯 今天， 湖南
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2018年“红
盾护农行动” 启动仪式在宁乡举
行。会上，湖南省工商局局长李金
冬介绍，今年3月至10月，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肥料市场专项整
治、 农机具及零配件市场整治和
肥料等农资商品质量抽样检测工
作。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红
盾护农行动” 是工商和市场监管
部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强农资市场监管的一项重要工
作。 李金冬介绍， 在今年的行动
中，除进行专项整治外，还将严查
利用“订单农业”、土地流转合同
设置合同陷阱、 骗取定金、 抵押
金、 保证金以及借机推销假冒伪

劣农资商品等合同欺诈行为。
来自省工商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2017年的“红盾护农行动”
中， 湖南共检查农资经营户9000
余户，办理农资案件319件，案值
1542.5万元， 为农民群众挽回和
避免经济损失9000多万元。此外，
省工商局还对454组化肥进行了
抽检，其中，合格411组，抽检合格
率达90.5%。

省政府副秘书长罗建军表
示，湖南是农业大省，农资市场点
多、线长、面广，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需要持续发力。 他认为， 多年
来， 我省积极开展“红盾护农行
动”， 大力规范农业农村市场，严
厉惩处坑农害农行为， 取得了明
显工作成效。 ■记者 朱蓉

湖南2018年能源工作要点：年天然气消费量控制在35.9亿立方米，充电站超300座

推进光伏扶贫，拟新建2000个村级电站

我国将进一步壮大清洁能源产业

严查利用“订单农业”、土地流转设陷阱

奶源是好是坏，看包装就能知道
鲜奶分级标准将出台

除了利好规范化的养牛企业，有行业人士认为，通过对
生乳分级， 其实也有利于国内乳加工企业积极建立自有的
规范化奶源基地，形成“奶源+加工”的稳固模式，避免加工
企业在市场规模做大后到处找奶， 从而出现安全隐患。其
实，像南京卫岗、沈阳辉山等很多区域性乳企都在采用这种
模式，虽然它们的市场范围还有局限，但却在区域范围内保
证了鲜奶品质，尤其能通过低温奶日常配送满足用户需求。

■据北京青年报

追访

多家区域性乳企已采用生奶分级模式

今年，我省将加快推进全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