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伟锋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
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向污染宣战”。

6月4日， 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省环保厅副厅长、新闻发言
人谢立介绍了一年来我省环境综合治理
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

湘江流域重金属治理协同推进
去年，中央和省级投入资

金27亿元

2013年，我省实施省政府一号重点工
程，开展3个“三年行动计划”治理湘江流域
污染，2013年到2015年为第一阶段。

谢立介绍， 从目前情况来看取得了
几方面成效： 一是建立了良好的协作机
制。 湘江流域污染治理，由省长挂帅，各
市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 各职能
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改变了过去环
保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 特别是株洲清
水塘、湘潭竹埠港、娄底锡矿山、衡阳水
口山、 郴州三十六湾这5个重点污染地
区，分别由省直部门牵头负责综合治理，
如清水塘地区由省发改委协助株洲市人
民政府、 锡矿山地区由省国土资源厅协
助娄底市人民政府。 二是开辟了多样化
的融资渠道。 首先是积极向国家争取资
金，2013年我省就争取了20亿元资金；其
次是省政府加大了投入， 去年环保投入
安排了7亿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市
县政府不等不靠，积极想办法，衡阳市、
湘潭市、郴州市3市发行了67亿元地方国
债，同时积极创新融资平台，吸引民间资
本投入。 三是扎扎实实推进环境治理项
目建设。湘江流域关闭了883家涉重金属
企业，完成了200个治污工程项目建设。

今年，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的主要任
务体现四个方面。 一是抓项目推进，3年时
间安排的1159个项目，大部分要在今年和
明年完成。 二是打好攻坚战。 加大对清水
塘、竹埠港、水口山、锡矿山、三十六湾等重
点区域污染集中整治力度。 三是要完成湘
江长沙综合航电枢纽清污工程。 今年10月
份长沙航电枢纽工程正式蓄水，大坝蓄水
之前有42个治污项目必须完工。 四是加快
湘江两岸1千米范围内、500头以上的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所的优化布局和产业退出。

加大力度改善空气质量
长沙采取四大举措

据谢立介绍，2013年长沙市空气质
量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53位。
影响长沙市空气质量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个是自然因素，一个是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气象与自然地理条
件。 社会因素主要是人们生产生活所产
生的污染排放，比如说工业锅炉排放，机
动车尾气、建筑扬尘等。

长沙市高度重视空气环境质量改
善，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是加强城市道路环境管理。
二是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 该

市8条新型水泥生产线于去年底全部完
成了脱硝设施改造， 并且从今年7月1日
起，提前一年实行新的国家标准，即氮氧
化物排放量控制在400毫克/升以下。 从
今年7月1日起， 长沙电厂将实行特别排
放限制， 其二氧化硫的排放限制标准降
至20毫克/升以下。

三是进一步加大建筑工地管理。长沙市
现有大型建筑工地1000多个，PM10值排放
量较高。 该市城建、城管和环保部门联动执
法，上半年对6处工地进行了查处。 今后，所
有建筑工地不允许有裸露渣堆。

四是加大机动车尾气治理。 就全省来
说，长沙的机动车增长量最大，机动车尾气
排放对空气质量影响大。 长沙市加快了机

动车油品升级，在去年全面推行国Ⅳ汽油
的基础上，今年底将全面推广使用国Ⅳ柴
油，同时加大“黄标车”淘汰力度。

充分利用企业环境信用
评价结果

环境不良企业停止安排
污染治理资金、停止放贷

我省于2012年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
环境行为信用评价。2012年，我省公布了
130家风险企业和环境不良企业。结果公
布以后，大部分企业积极整改，环保部门
对其中的11家企业的整改情况进行了验
收，由风险企业上升为合格企业；13家治
理无望的环境不良企业被关闭。

为充分运用好评价结果， 我省建立
了企业环境信用监管平台， 各个企业可
通过这个平台查询评价结果， 了解具体
违规事项。 各相关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综
合运用这个评价结果。 省环保厅对2012
年被评为环境不良的46家企业停止安排
污染治理资金，省工商局对其中的6家企

业取消其获得的“著名商标”，证监部门
对其中的7家企业取消其拟上市资格。 今
年评价结果刚刚公布， 已有银行对被评
为环境不良的企业停止贷款。

“静音行动”助考生安心应考
噪音污染请打12399举报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 噪音防
控成为环保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

谢立介绍，长沙市从5月20日至6月28
日，开展“三考”静音行动。 即高考、中考还
有高中学历考试期间，每天22时以后所有
建筑工地不准施工，其他噪音要控制在标
准范围以内。 高考期间，所有考点300米以
内的建筑工地必须停工，300米以外噪声
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以内。 对明知故犯的
环境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市民如果发现这
样的情况可以拨打12399举报。

同时，长沙市教育局、环保局、工商
局以及城管等部门， 将开展大规模联合
行动，对建筑工地、餐馆等地方进行全面
检查、排查，消除噪声隐患。

向污染宣战
———我省综合施策治理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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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家企业连续两年
“环境不良”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李伟锋）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去年全省有103家企业被评为环境
不良企业， 其中24家企业已是连续两年被评为环境不良企
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环保部、发改
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和《湖南省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的规定， 省环保厅组织开展了全省2013年度企业环境行为
信用评价工作。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上市
公司、日常环境监管中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以及其他
自愿参评企业，实际评价企业1178家。

此次评价，经企业自查自报、省市县环保部门逐级审查、
省环保厅公众网公示等程序，评定环境诚信企业32家，环境
合格企业920家，环境风险企业123家，环境不良企业103家。
其中，连续两年被评为环境不良的企业24家，连续两年被评
为环境风险或不良的企业35家。全部评价结果可在省环保厅
公众网查询。

省环保厅介绍， 对于连续两年评为环境不良的企业，相
关市州环保局将组织约谈并挂牌督办， 对未按要求完成整
改、拒不整改、治理无望的企业，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实施关
闭。

■链接

24家企业名单
宁乡县茅栗特种造纸厂
慈利县顺康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宁乡县胜民造纸厂
张家界万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湖南省口味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乡县华宇纸业有限公司
益阳长青制革有限公司
湘潭陈氏精密化学有限公司
永州市银华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县恒盛化工有限公司
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县玉桥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新宏大钒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康鑫矿业有限公司
会同县宝庆恒达纸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
澧县乾能炉料有限公司
花垣县振兴硫酸厂
慈利白竹峪镍钼矿
吉首鸿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泸溪县麻溪口水泥厂

制图\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