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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 为有效遏制群众反映
强烈的虚假违法广告问题， 去年以
来，我省工商系统深入开展虚假违法
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全省共立案查处
虚假违法广告案件1326起，罚没金额
851.34万元； 其中今年1至3月立案查
处262起，罚没金额65万元。省内主要
媒体广告违法率下降50%以上。

工商部门对农资、互联网、医疗

药品、投融资、旅游服务等广告进行
重点整治，省广告监测中心对全省36
个媒体播放的广告进行了监测。全
年共监测审查广告302409条次，发
现涉嫌违法广告20014条次，其中涉
嫌严重违法广告8601条次。 全省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456份，责令停止
发布违法广告11300余条次。省工商
局发布12次违法广告公告，在《湖南
日报》 上曝光了18条严重虚假违法

医药广告。
省工商局联合省药监局、省卫生

厅，着手建立3部门“广告监管信息共
享平台”，加强部门间广告监管密切协
作，加大对各市州局以及省属媒体虚
假违法广告督导监察力度。去年以来，
省工商局会同省纠风办等单位，对全
省各市州及主要广告媒体进行了3次
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督查，并
对督查结果进行通报。

本报4月30日讯（记者 李志林
熊远帆）4月30日，随着总经理陈克
忠送走最后一个经销商客人，克明
面业召开的创业30周年合作伙伴
大会正式落下帷幕。 这样一个民
营企业组织的千余人大会， 会风
之正，纪律之好，让许多人感慨、
“刮目”。

今年是克明面业创业 30周
年，面临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克
明面业特地在4月27日召开了一
个经销商大会，为营销寻找对策，
同时为经销商加油鼓劲， 树立信

心。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经销
商加上本部人员共千余人参加了
会议。

上午8时，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
华雅酒店会场，看到里面已经座无
虚席。仔细观察，这些来自五湖四
海的商人聚在一起， 没有高声喧
哗，也无人抽烟。当8时14分会议进
入倒计时时，会场鸦雀无声，大家
静静等待会议的开始。

主题会议一个上午，包含董事
长陈克明致辞、总经理报告、成立
营销决策委员会、营销形势报告分

析等7项内容。 每一项议程精确到
分钟。最长的总经理报告，不过讲
了半个小时。记者注意到，会场里
很少有人随便走动。来自邵阳的经
销商严庆表示，克明面业是全国挂
面行业的“老大”，但在全国近千经
销商面前，讲了成绩，更敢于剖析
自己，直面问题，大家生怕漏掉了
什么，哪里还会开小差。

会场服务员小周告诉记者，她
服务了许多大型会议，但像克明面
业这么大的会议， 会风如此之好，
她也很少看到。

本报4月30日讯（记者 彭彭）今
天上午， 共青团长沙市委举办长沙
创业青年小微信贷直通车活动，正
式拉开了第五届“五四青年创业周”
系列活动序幕。 长沙青年创业服务
平台也在今日开通， 因贷款条件等
原因难以从银行传统渠道获得贷款
的创业青年， 可登录平台http://cy.
csgqt.com/， 在网上直接申请1万元
到100万元不等的无抵押贷款。

100多名有融资需求的创业青

年参加了活动。在现场举行的创业项
目融资洽谈会上，65个项目通过贷
款初审，贷款总金额达到2000万元，
其中最小的一笔为5万元，最大的一
笔为100万元。活动当天，还授牌成
立了长沙创业青年小企业信贷服务
中心，这是一个面向全市创业青年的
融资平台， 主要为创业青年提供快
速、便利、无抵押的金融服务产品，重
点解决创业青年融资难、 担保难、抵
押难的问题。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 ）今日清晨，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受大雾影响，能见度、跑道
视程均低于运行标准， 造成进出港
的35趟航班延误。

9时起， 天气达到起飞条件后，
机场陆续恢复正常运营。9时2分，第
一架进港航班MF8192（北京-长沙）
落地；9时16分， 第一架出港航班

MF8025（长沙-杭州-沈阳）起飞，至
此黄花机场起降恢复正常。

机场提醒出行旅客， 可通过手
机微信关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微信
平台（微信号：CSA96777）了解航班
动态、机场天气、机场交通情况等相
关信息。如遇特殊情况，旅客可在出
行前拨打机场服务热线 96777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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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污染历久经年，不可能“毕其功
于一役”。调研组认为，需要从关键节点上
逐步破题：

———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改
变“GDP至上”的政绩观，建立部门“责任
清单”。

“应进一步增加生态环保指标的权
重。”调研组认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
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
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
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
用途管制制度，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
确权登记，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要通过严格奖惩，通过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来检验工作落实情况，对
造成资源浪费、生态透支、环境破坏的施
政行为，要严格追责，严格奖惩。同时，在
现行管理体制下，湘江保护与治理直接涉
及经信、环保、住建、农业、水利、交通等多
个部门，单靠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单
打独斗，恐难以取得实效。建议出台部门
“责任清单”，进一步厘清各有关部门的责

任，通过严格考核，推动认真履行职责，主
动作为。

———加快建立“政府引导，地方为主，
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制。

由于大部分污染治理项目，如历史遗
留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退出等
项目需要财政兜底， 但地方财政普遍紧
张， 配套资金短缺影响了治理进度和效
果，部分项目容易成为“半拉子”工程。调
研组建议在继续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的基
础上，从省、市、县三级财政上加大投入力
度，有效整合城市建设、环保、农业、水利
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
与，拓展融资渠道。同时，尽快完善生态补
偿机制， 通过建立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确
定下游地区每年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
提取生态补偿费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同
时省财政对上游地区生态保护加大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 提高地方税收分成比例，
对做出贡献的给予一定奖励，推动地方政
府主动、积极治污，形成流域上下游、左右
岸同治的合力。 对一些重点治污设施，还
建议推广第三方运营， 以确保项目长期、

稳定发挥减排效益。
———精细化管理找准

“主攻点”、牵住“牛鼻子”。
调研组建议， 要加快

建立“流域-控制区-控制
单元”三级分区控制体系，
推进网格化、精细化管理，
全面排查，突出重点，分步
实施， 大处入手， 细节用
力，确保治理项目、管理措
施能够点对点解决群众关
心的重点难点问题。同时，
分类指导， 正确处理好治
理与预防的关系， 在推进
重点区域污染集中整治，
多还旧账的同时， 更要做
好其他区域污染源头预
防，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
控，坚决不欠新账。

———组织技术攻关 ，
注重科技支撑， 为保护治
理注入新活力。

调研组建议， 根据我
省实际特点， 研究制定科
学的环境质量标准、 地方
行业排放标准， 加强重点
行业清洁生产工艺技术装
备研发与示范推广， 突出
抓好饮用水安全保障技
术、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
技术研究， 加快推动生物
修复技术的应用。 进一步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推进
合同环境服务模式， 发展
壮大环保产业。

本报记者 张斌 冒蕞

哺育万千湖湘儿女的湘江母亲河， 一方
面为流域内工业文明发展、 经济建设作出了
巨大贡献， 另一方面也承载着经济发展带来
的污染，正危及自身的健康。

省委、省政府多年前发出号召“保母亲河
一江清水”，并于去年推动实施省政府“一号
重点工程”。还湘江流域“漫江碧透”、“鱼翔浅
底”的动人景色，每一个湖南人都在行动，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成效初显。

儿女们的努力，让母亲感到欣慰。但是，
面对多年的积重难返， 湘江保护与治理亟待
解决的问题不少。今年2月，省政协经与省政
府充分协商，将“加快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
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以期找到症结，更好
地“对症下药”，让湘江明天更美好。

治理
湘江保护与治理，多年前就被提上日程。
2008年，湖南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一

江同治”， 实施湘江流域8市联动治理污染。
省环保厅、 省住建厅牵头启动“千里碧江行
动”，2011年在全国率先推进湘江流域重金
属污染治理，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遏
制了湘江水质恶化的趋势。

去年9月22日， 我省确定把湘江保护与治
理作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滚动实施三个

“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治理湘江，确保全流域
群众饮水安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江清水。

为更好地推动“一号重点工程”，省政协
经过与省政府充分沟通，启动了“加快推进湘
江保护与治理”重点调研。此次调研共用了2
个多月的时间， 实地调研了湘江沿岸6个地
级市。 调研发现， 经上下联动，“一号重点工
程”正在各地有序推进，重点污染源的治理取
得明显成效， 湘江流域水资源环境质量逐步
改善。

今年2月25日， 也就是调研启动的第二
天， 省政协委员和省直有关部门组成两个暗
访小组， 对长株潭三市部分企业的排污情况
和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进行了暗访。

此行共暗访了株洲霞湾污水处理厂、株
冶集团、中盐株化、长沙湘江涂料公司、湘潭
电化等12家企业，查看了株洲新霞湾港入河
口、湘潭竹埠港入江综合排口、湘潭县邯郸港
入江排口，湘钢的炼铁口、焦化口、工农闸排
口等5处污水排口，随机抽取了15份水样。从
暗访的情况来看，总体情况较好，随机抽取的
水样，经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除3处氨氮略
有超标外，其余均在排放标准限值之内。

科学谋划综合整治、 推进水污染综合防
治、加强水源地保护、加强河道综合整治、完
善工作体制机制……放眼湘江沿岸各地，保
护与治理工作如火如荼开展。

省环保厅的数据显示，“一号重点工程”
实施以来，湘江干流的水环境质量稳中有升。
2013年，湘江流域42个省控监测断面中，Ⅰ-
Ⅲ类水质断面39个， 监测断面达标率为
92.8%，比2012年提高4.7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佐证了多年来
湘江保护与治理的成效。但
是，调研组也发现了很多亟待
解决的瓶颈问题。

首先面临的就是任务重、
难度大的问题。历史遗留的固
废量大面散、成分复杂，工业
污染向农村转移明显，局部生
态环境破坏、农用地重金属超
标、工业废渣未得到有效安全
处置等区域性环境问题，已成
为湘江流域农村重金属污染
的主要源头。

近年来，长株潭三市城镇
化率进一步提高，城市主城区
迅速扩展，但相应的环境基础
设施规划、 建设相对滞后，污
水收集、处理能力难以及时与
城市发展相匹配。同时，长株
潭三市城区仍有生活废水直
排现象，老城区污水管网没有
实行雨污分流，部分工业园区
未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而在
湘南三市中，则存在历史遗留
含重金属的冶炼废渣、采选矿
废石和尾砂、 河道尾砂量大，
禽畜养殖等农村面源污染较
多等问题。

其次就是资金瓶颈问题。
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加之尚未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
机制，投入压力相当大。例如，
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为我
省老工业基地，近年来关停淘
汰了一批化工、 冶炼企业，湘
潭竹埠港计划在今年内完成
重污染企业退出工作。但对于
株洲清水塘，由于株冶、株化

等大型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口、
缴纳的税收均占有相当大的
比例，如果没有科学合理实施
方案，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和
资金投入，几家大型企业将难
以按期完成搬迁改造工作，环
境风险隐患短时间内难以彻
底消除。 再如衡阳，“十二五”
计划建设县城以上配套管网
771公里，新建9个重点乡镇污
水处理厂， 总投资达15.5亿
元，目前到位上级补贴资金仅
1.8亿余元， 项目资金缺口巨
大；同时，畜禽养殖企业的淘
汰搬迁补偿资金量非常大，缺
乏资金来源渠道。 在郴州，该
市“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共257
个，计划投资36.27亿元，除部
分涉重金属项目有资金支持
外，大部分靠地方政府投入。

再次是技术落后问题。在
保护与治理技术、标准上存在
欠缺，经济可行的先进适用技
术较少，业主难以选择。特别
是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由于
治理技术不成熟，重金属污染
河道底泥疏浚、清淤工作风险
较大，目前只能进行小范围的
示范，短期内难有明显的治理
效果。同时，源头减排的清洁
生产工艺、末端“三废”治理技
术研发和示范工作基础薄弱，
地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体
系等也不完整。

此外，由于湘江保护和治
理工作涉及部门众多，部门之
间协调配合不够，一定程度上
也削弱了监管力度。

瓶颈 破题

大图：湘江望城段，蓝天碧水。（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小图：长沙市沿江风光带风帆广场，一师二附小的同学和老师、家长一起清理江面上的垃圾。（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省内主要媒体广告违法率下降一半
工商系统立案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1326起

克明面业千人大会让人“刮目”

长沙青年创业贷款不再难
可网上直接申请无抵押贷款

受大雾影响

黄花机场35趟航班延误

（上接1版①）
一季度， 全省规模以上高加工度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 增幅比
全省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29.8%， 增幅比全省
平均水平高18个百分点。

一季度，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统计
的产品中， 产量同比增长的有290种，
占统计品种数的65.2%。在增产的主要
产品中，水泥2148.08万吨，同比增长
5.0%，日均产量23.87万吨；钢材456.87
万吨，增长12.9%，日均产量5.08万吨；
十种有色金属70.61万吨， 增长0.9%，
日均产量0.78万吨；汽车14.20万辆，增
长6.1%，日均产量1578辆。

（紧接1版②）2013年7月，第七、第十
合同段开工建设。

今年4月， 娄衡高速全线施工前
期工作均已就绪， 项目建设资金已满
足开工需要，监理施工单位人员、设备
已经按照招标合同要求全部进场，全
线具备开工条件。

娄衡高速起于娄底市双峰县长
冲村， 止于衡阳市祁东县归阳镇，主
线全长116公里。娄衡高速建成后，将
惠及沿线1200万人口，娄底进出衡阳
市将不再绕道湘潭或邵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