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负责， 将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合理
规划城镇布局和工业发展布局， 优化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 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
投入，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考核机制，加强
环境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环境监督管理能力，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上
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安排，根据本地区的实际，
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 经济和
信息化、公安、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林业、住
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质量技术监
督、 气象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
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
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发现大气污染违法
行为应当予以劝阻， 并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
府、 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

第五条 企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保
障必要的环境保护投入， 采用有效的大气污
染防治技术，防止、减少生产经营对大气造成
的污染，并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 减少工作、 生活等活动对大气造成的污
染，共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
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
管部门加强大气环境保护宣传， 普及大气环
境保护知识，提高公众的大气环境保护意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逐
步推进环境保护教育， 将大气环境保护知识
纳入学校教育内容， 培养青少年的大气环境
保护意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聘请社会监督员， 协助监督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
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 电子邮箱、 网络平
台，接受并及时处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
污染大气的行为和不依法履行大气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的举报。

第二章 防治措施
第八条 本省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

度。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
制目标， 确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实施
步骤。

第九条 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含热电联
产）应当采用烟气超低排放等技术；现有燃煤
发电机组（含热电联产）应当限期实行超低排
放改造。 电力调度单位应当优先安排使用清
洁能源的发电机组和超低排放燃煤发电机组
发电上网。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

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 限期淘汰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燃煤锅炉， 加快改造燃煤锅炉和
燃煤工业窑炉，推广使用清洁燃料。

第十一条 鼓励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等
实行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分散燃煤锅炉，集中供
热管网覆盖前已建成使用的分散燃煤锅炉应
当限期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报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面积应当逐步扩大。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城市建成区可以划定为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

第十三条 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石油、
化工等行业中的大气重污染工业项目应当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城市规划区禁止新建烧制建筑用砖厂；
已经建成的，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
民政府应当依法关停，并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 制定
化工、印染、包装印刷、涂装等重点行业的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和行业特点， 制定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操作规程， 指导排污单
位组织实施。

鼓励生产、 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
原料和产品。

第十五条 在化工、 印染、 包装印刷、涂
装、 家具制造等行业逐步推进低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原料和产品的使用。 产生挥发性有机
物的企业应当建立台账，记录生产原料、辅料
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

第十六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机动
车排放污染程度， 划定禁止或者限制高排放
机动车行驶的区域和时段，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应当根据城
市规划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鼓励发展低
排量、新能源汽车。确需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
量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并改善城市
交通管理，优化道路和公共交通线路设置，保
障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连续、畅通，方便公
众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的方式出行，
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

第十八条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
国家标准和本省有关标准的机动车船用燃
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商务、
质量技术监督、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加强监督管理，定期对机动车船用
燃料质量进行监督抽查， 并向社会公布抽查
结果。

第十九条 在用机动船舶排放大气污染
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超
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进行设备更新、维修
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等措施； 经采取相应

措施后，仍不符合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停止
运营。

禁止机动船舶使用渣油、重油。
禁止在内河水域焚烧船舶垃圾。
第二十条 新建码头应当规划、建设岸基

供电设施； 已建成的码头应当逐步实施岸基
供电设施改造。 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
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
应当将岸基供电设施建设纳入清洁能源利用
发展规划； 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主管部门推进岸基供电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推进船
舶油气动力系统和使用岸电系统的改造。

第二十一条 鼓励、支持节能环保型非道
路移动机械的推广使用，逐步淘汰高油耗、高
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林业、水利
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非道路移动机械
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
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
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保证油
烟达标排放。 鼓励大型餐饮服务企业和食堂
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施。

已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居民住宅楼、商
住综合楼， 居民家庭和有关单位应当通过专
用烟道排放油烟，不得封堵、改变专用烟道，
不得直接向大气排放油烟。 未配套设立专用
烟道的居民住宅楼， 鼓励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减少油烟排放。

新建居民住宅楼、 商住综合楼应当配合
建设专用烟道。

第二十三条 城市规划区内裸露地面应
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扬尘污染防治：

（一）市政道路以及河道沿线、公共用地
的裸露地面，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绿化、
透水铺装或者覆盖；

（二）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由土地
使用权人、 建设单位对裸露地面采取设置防
尘网或者防尘布等措施进行覆盖,不能开工超
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透水铺装；

（三）其他裸露地面由土地使用权人、管
理单位进行绿化、透水铺装或者覆盖。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扬尘污染防治的需要， 划定禁止从事矿石
开采和加工等容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区
域。

矿山开采应当实施分区作业， 做到边开
采、边治理，及时修复生态环境。废石、废渣、
泥土等应当集中堆放，并采取围挡、设置防风
抑尘网、防尘网或者防尘布等措施；施工便道
应当进行硬化并做到无明显积尘。

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以及停止开采或
者关闭矿山前， 应当整修被损坏的道路和露
天采矿场的边坡、断面，恢复植被，并按照规
定处置矿山开采废弃物， 整治和恢复矿山地
质环境，防止扬尘污染。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
术，对秸秆、落叶等进行综合利用。禁止在人

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等区域
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
物质。具体范围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
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监管机制， 利用遥
感监测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督抽测。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
区）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气象条件和大气环境
质量状况，对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作出规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应当划定本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设区的市、 自治州
人民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规定实施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在大气污
染重点区域城市建成区内禁止新建、 扩建钢
铁、水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重污染企业
以及新增产能项目。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长沙市、株洲市、湘潭
市和其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提前执行国
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排放限值。

第二十八条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设
区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气象条件
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特护期。在特护期内，设区的市、自治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二）限制燃油机动车行驶；
（三）责令停止露天烧烤、工地土石方作

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
（四）责令高排放大气污染物工业企业停

产、限产；
（五）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

人民政府在编制或者修改城市规划时， 应当
按照有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原则， 合理规
划城市建设空间布局，规划城市风道，扩大绿
地、水面、湿地面积。

第三十条 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
准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气环境质
量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照规定的期限
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环境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
定分阶段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明确相应
责任主体、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务
院下达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和国
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的分解总量控制
指标要求，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等因素，将重点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分解落
实。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要求， 制定年度总量控
制计划， 控制本行政区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

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第三十二条 对未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 省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约
谈该地区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约谈可以
邀请媒体以及相关公众代表列席。 约谈针对
的主要问题、 整改措施和要求等情况应当向
社会公开。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督促被约谈地区的人民政府采取措
施落实约谈要求， 并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第三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
政府应当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推行重点
大气污染物排污权交易。 具体办法由省人民
政府制定。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
管部门应当会同经济和信息化、环境保护、质
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 按照国家淘汰严重
污染大气环境的工艺、设备、产品目录和淘汰
期限， 编制本省淘汰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工
艺、设备、产品目录和淘汰期限，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
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
门， 应当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情
况的监督检查， 将监督检查结果作为环境信
用管理、排污许可管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等
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设区的市、 自治州大气环境质
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 每月公布其上一个月
的空气质量和排名情况。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对设区的市、自
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
标、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和重点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
根据考核结果实行奖惩， 具体办法由省人民
政府制定。 考核结果和奖惩情况在省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和省主要媒体公布。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包庇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
（二）未依法作出责令停产、限产决定的；
（三）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大气

污染违法行为的；
（四）未依法公开大气环境信息或者公布

虚假大气环境信息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机动船舶使用渣油、重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海事管理机构、 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
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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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17年3月31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朱孝荣

【家训格言】
家里谁说得有理，就听谁的话。
【家教故事】
3月28日，记者来到资兴市黄草镇周

塘村茶叶坳， 一栋别具特色的乡间别墅
掩映在青山绿水中。 这户人家就是当地
有口皆碑的王名学家。王家是个大家庭，
家里四代同堂，有37人，其中党员17人。
他们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家风，以开
家庭会议形式传承“孝道、勤劳、诚信”的
好家风。召开这种凝心聚力的家庭会议，
已坚持40多年。

在堂屋北墙上， 挂着一张全家福，一
家人其乐融融。“这全家福是2006年照的，
每年我们家庭都有一个合影。我奶奶今年
93岁，现在身体还好，她生了5个儿子1个
女儿。我父亲是老大，这是我二叔家、三叔

家、四叔家、姑妈家、小叔家……”王名学
指着照片一一介绍。

王名学今年41岁， 从他爷爷那辈开
始，他家就有开家庭会议的传统。家庭会
议在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召开， 一般
一年一次， 有时一年也开几次。 王名学
说， 尽管现在家人在外面工作生活的居
多，但一到过年，他们都会赶回来，全家
吃完团圆饭后，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家
庭会议。

开会时， 一大家子几十口人把大厅
挤得满满的。“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大
人小孩都要参加。”王名学说，家庭会议
内容主要围绕家庭教育、家庭发展、家庭
团结来说，包括上年情况、来年打算等。

王名学拿出几本家庭会议记录本向
记者介绍：“每个人发言时， 做得好的要
讲， 做得不够的也要讲。 然后由大家点
评， 对表现好的进行表扬， 对做得不对
的、不够的，大家一起出主意进行改进，

这样就能使全家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王名学说，家庭会议定下一条规矩：

家里谁说得有理，就听谁的话。家中无论
辈分大小，老人、小孩都要听从，只有这
样家庭才会团结，才会发展。

家庭会议一项重要内容， 是鼓励读
书学习、有上进心，这也是王家的传统。

“我的祖辈对教育特别重视，说‘再
穷也不能荒了读书’。”王名学告诉记者，
其长辈卖口粮、 当家具供子女读书的故
事很多。在他爷爷那一辈，家里欠的债全
是借学费欠下的。 他们在家庭会议上讲
得最多的，也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重教使这王家出了不少人才。 第二
代王声明（王名学叔辈）是郴州市十大名
医之一； 王声跃被评为全国优秀机关事
务管理局局长；王声位下海创业，成为资
兴著名企业家，经常为家乡捐资助学、修
路架桥。 第三代王灿是资兴市为数不多
的考取清华大学的，毕业后留校任教，成

为清华大学教授； 王起考取了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

“长辈们教导我们除了读好书外，
还要学会做人，要正直善良，有责任有
担当。” 王名学回忆道，“爷爷和父亲不
是口头上说说，而是想办法对我们进行
监督。比如经常会问村里的长辈，说我
们碰见他们时打了招呼没有，问了好没
有。”

王名学原来在外边开店经商，2014
年回到老家，这也是家庭会议上决定的。
王名学说：“我在外面收入虽高， 但自己
的奶奶等3位老人年事已高，要有人在家
照料，我有责任挑起这个担子。”

【记者感言】
王名学家用家庭会议教育后辈 ，起

到了传承良好家风的作用。 几十口人的
一个大家庭，相互学习、帮扶，崇德向善、
追求上进，几十年如一日，已深深影响着
家庭里每一个人。

齐 有道 百
姓
篇 家庭会议传家风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
唐国栋接受组织审查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省纪委三湘风纪网最近发布消息，湖南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唐国栋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唐国栋，男，汉族，1961年6月出生，湖南衡
阳人，在职硕士研究生。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8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南省公安厅
政治部副主任、监所管理处处长，郴州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湖南省
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党
委书记、总队长(局长)等职务，2017年2月至今
任湖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

�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跃新 王文祖 李新平 ）记
者今天从新化县纪委获悉， 经过新
化县追逃办和追逃追赃工作小组的
扎实工作，今年3月31日，携款潜逃
12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李起飞在亲
属陪同下，来到县人民检察院自首。

李起飞原系新化县气门厂全民合
同制工人、党员。2003年至2005年3月，
李起飞利用销售业务之便挪用公款

18.7万元归个人使用，并于2005年3月4
日携款潜逃。2005年3月14日，新化县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李起飞
立案侦查，李起飞一直外逃未到案。

自追逃追赃“天网” 行动启动以
来，新化坚决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
县委高度重视， 县纪委监察局主动履
行牵头责任， 把追逃追赃工作纳入全
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体部
署，纳入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核体系，

健全了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一步一个
脚印推进追逃追赃各项工作落实，形
成强大工作合力。针对该县的5名涉嫌
犯罪在逃的国家工作人员， 还制定了
详细的工作方案。

据悉， 新化县将实行“十天一调
度、五天一报告”工作制度，进一步加
大力度，发挥合力，采取行之有效的措
施，尽最大努力尽快将其他4名外逃人
员都追回来。

新化追逃追赃工作首战告捷
一携款潜逃12年的犯罪嫌疑人到检察机关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