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4月24日晚10时许，资深环保志愿者
“湖南小武哥”洪武，就把媒体发布的中
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湖南的消
息， 通过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转
载。“但愿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篇文
章下面，小武哥自己留言道。

随着督察的推进，“湖南小武哥”的
微信公众号也在持续关注相关动态。他
告诉记者，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到来，产生
了一些明显的积极效应。 今年来他调查
的一些环境污染事件， 目前基本上都得

到了地方上的回应， 不少已经开展治理
行动。 他希望通过中央环保督察让我省
各地的“一把手” 们对环保真正重视起
来，不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

我省的环保NGO组织一直比较活
跃，号称“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
的进驻，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中央环保督察彰显了国家对环保
的态度与决心， 我们既欣慰又期待。”湖
南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说，
很多业内同行都转发了督察组到来的消
息、举报电话信息等。

何建军说， 从这些年的亲身感受来

看， 最希望通过环保督察解决两类环境
问题， 一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
问题，比如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对一个地
方的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总量的影响也
许不那么大， 但对一方居民生活的影响
很大， 这个问题在湖南这个农业大省也
具有普遍性；另一类是生态破坏问题，如
湿地被侵占、开发，都触碰到生态底线，
应该予以足够重视。

“举报电话太‘热’，很难打进去。”长
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副秘书长孙成
坦言。他希望能通过此次督察，督促地方
政府解决一批“老大难”的环境问题，同
时也希望督察组能够广开渠道， 听一听
来自环保公益组织的声音。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曾双红）4月
18日，郴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该市在国家农业部主
办的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揭晓仪式暨农村改革与发展座谈会
上，就美丽乡村建设作了典型发言。同时，该市北湖区华塘镇三合
村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

近年来，郴州市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积极探索规划、
建设、管理、经营“四位一体”美丽乡村建设新模式，走出了一条
具有郴州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之路。按照城乡“一盘棋”理念，制
定出台了统筹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产业融合发
展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通过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和覆
盖，推进了农村“净化、亮化、绿化、美化、序化”工程，改善了农村
人居环境。在城乡绿化攻坚中，全市建成绿化示范村635个。在“点
亮郴州”行动中，解决了大部分村镇公共区域照明问题。目前，已
形成“市有廊、县有带、乡有片、村有点”的美丽乡村建设格局，建
成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37个、市级示范村181个，成为全省美
丽乡村数量最多的市州。去年底，该市获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地区。

郴州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促进了“产-景-村”融合，实现
由建设美丽向经营美丽迈进。该市北湖区三合村通过加强资源挖
掘、村庄建设、产业融合，成功创建为省级美丽乡村、国家3A级景
区，去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000多万元。该
村120户农户以土地、现金入股，村里大部分家庭每年获得的租
金、工资、分红等收入有10多万元。三合村是郴州“美丽经济”发展
的一个缩影。目前，郴州各地乡村旅游火爆，已成功创建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3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5个，是全省示
范县区最多的市州。去年9月，该市成功承办了省首届美丽乡村旅
游文化节，今年3月，又承办了省春季乡村旅游节，美丽乡村资源
有效转化成了经济发展新动力。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王卫全 樊小军

人间四月春意浓，踏青赏花正当时。
4月26日，衡阳市民张美霞踏着春光，带着河南老家来的10

余位亲戚来到珠晖区茶山坳金甲梨园游玩。“金甲梨园绿化搞得
不错，赏心悦目。”她说。

“要把茶山坳生态旅游小镇建设成为景点，把衡阳全市作为
一个大景区来打造。”衡阳市委书记周农说，衡阳正着力构建以
南岳为龙头、以城区为中心、以市县为基础、以景区景点和旅游
项目为支撑的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全面补齐旅游经济短板，加
快建成全国知名、全省一流的旅游强市。

规划先行补短板
衡阳山水洲城融为一体，湘水、耒水、蒸水交汇于城区，是国

内外罕见的生态福地。福寿文化、书院文化、佛道文化、革命文化
与抗战文化等衡阳特色旅游品牌享誉国内外。

衡阳旅游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 但衡阳市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这一优势还没有得
到充分发挥。”为此，该市从编制《衡阳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入手，抓紧补齐衡阳旅游经济短板。

去年，衡阳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建设
旅游强市”，旅游产业发展不断加快。市旅游外侨民宗局积
极推进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已完成《衡阳市旅游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并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衡阳
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和“旅游+”行
动。

“南岳要瞄准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全面启动旅游发
展‘二次创业’。” 荩荩（下转4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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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戏下乡
4月28日晚，长沙市

开福区湘雅路街道百善
台社区，川剧变脸演员近
距离与市民互动表演。当
晚，开福区文体新局组织
的“2017送戏下乡”惠民
演出暨文化志愿者进社
区活动拉开帷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4月29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皇
都村举行侗族传统民俗活动。 村民通过抹
黑祈福、抢饭团、百家宴等多彩民俗盛宴，
让游客乐翻了天。 刘强 吴永福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曹娴）今
天是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驻我省的第
六天，也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但环保
督察“不放假”。我省各市州一线环保工
作者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落实整改交办
问题，早已出发“在路上”。

29日凌晨1时，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转办的信访件， 长沙市岳麓区对已实施
落后产能淘汰的长沙新星水泥厂进行夜
间突击检查。经现场核查，该厂内的主要
生产设备已拆除，未发现水泥生产行为。

连日来， 长沙市接到中央环保督察
组转办信访件已近百件。 浏阳市今天上
午对交办的水口养殖场污染问题、 文家
市烟花爆竹安全绿色环保实验中心环保
问题等进行了督办；望城区的6个信访交
办件均在全力查处当中，从4月25日连夜
核实噪音污染扰民案件情况至今， 已出
动执法人员63人次。

对已交办信访件，常德市杀了个“回
马枪”。 武陵区国力变压器厂被举报废气
等环境污染问题，属常德市第二批派单任

务，4月26日当日开展突击夜查后，被责令
立即停产，整改落实情况如何？今天下午，
市督察联络组来到该厂暗访。经查，该厂
产生废气的车间已经按要求停产。

其他各市州工作人员也都是在督察
一线过“五一”。张家界市环保局要求全
员在岗， 每晚召开碰头会， 汇总当日情
况，部署次日工作。株洲县提出“五个不”
的基本要求， 包括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
到达后，县内交办绝不过夜；现场整改绝
不隔天；责任追究绝不含糊；交办案件相
关部门“一把手”和政府主要领导必须到
场，绝不打折；真实反馈情况，情况上报
绝不造假。

夜查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昌宏 李光 郑婷

“想不到这么晚了还来查处这个厂废水
排放问题，这下我们这条溪水就有救了。”4月
28日晚11时，在麻阳高村镇学里社区，居民
滕树云见到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查处他家
附近亮洁洗涤厂废水污染问题时，感慨地说。

4月28日晚8时30分，麻阳收到中央第
六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亮洁洗涤厂废水污染
问题后，立即启动处置机制，安排人员连夜
到现场处理。

当晚8时50分， 麻阳苗族自治县环保
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荣奎与环境监察、监测
人员等6人赶到位于县城西北郊区道田垅
小区的问题企业， 此时亮洁洗涤厂大门紧
锁。执法人员凑近厂房门细听，没有听到里
面有作业的声音。 李荣奎立即一边安排监
察大队大队长张嗣刚联系该厂老板前来打
开厂门， 一边率队前往厂房背后的水沟查
看排污口。夜已深，看不到路面，李荣奎拿
起随身带来的手电筒， 带领环保监察队员
绕道厂房后面，沿溪一路排查。在溪边，他
们发现了一条直径约20厘米的塑料管横
插在水沟上方的建筑墙壁中，分析后断定，
就是这条管道排出的废水污染环境。

再次回到厂区大门口， 已是晚上10时
40分，此时洗涤厂老板才赶来打开厂门。一
进门，映入眼帘的是厂房地面上零散堆压着
一些打了包的酒店被单被套，机器此时停止
运转，也没有工人在。 荩荩（下转2版①）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
全国“5进2”选拔赛结束

湖南伢子章瑞波
成功晋级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
娟 王颖 唐辉)4月24日至27日， 第44届世界技能大
赛砌筑项目全国“5进2”选拔赛在长沙举行。作为湖
南唯一进入第二阶段选拔赛的选手， 湖南建筑高级
技工学校学生章瑞波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晋级。接
下来，他将向全国“2进1”选拔赛发起最后冲击，如果
胜出将代表中国进军今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迄
今已举办43届。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涉及建筑与结构技术、艺术与创意、制造与工程技术
等6大领域共45个项目，分别在北京、上海等13个赛
区组织开展全国选拔赛。

湖南隆回伢子章瑞波是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建筑工程专业2013级学生，2016年参加了第44届世
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全国选拔赛， 并且一路过关斩
将进入最后决赛。

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5进2”第
二阶段选拔赛的5名选手，分别来自湖南建筑高级技
工学校、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江苏无锡汽车工程学
校、广州建筑工程职业学校和广州德高公司，都是全
国选拔赛第一阶段入围的优秀选手。 经过4天共22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最终章瑞波以第一名的成绩脱
颖而出，进入总决赛。

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

常德受到国务院
通报表扬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王伟杰 乔俊 记者
周勇军）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对2016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
以表扬激励的通报》。在其通报的全国市（地、州）、县
（市、区）中，常德以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创
造典型经验受到国务院表扬，并获得在2017年国务
院大督查实地督查中“免督查”的激励。

近年来，常德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
大政策措施以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围绕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重点工作，锐
意进取、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去年9月25日至27日，国务院第三次
大督查第十三督查组来常德督查重大政策措施贯彻
落实情况，召开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实
地考察了市城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 国务院督查
组对常德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该市遵循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走出了一条
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去年，常德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93平方公里、
人口90万，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竞
相发展、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全市主要河湖水质保
持在III类以上，森林覆盖率47.98%，绿化覆盖率达
42.17%。常德市城市建设管理经验在全省新型城镇
化工作会议上获推介，群众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日益提升。

机声轰鸣长溪坪
周俊 王万超 吴文强

“喜师傅，先把我田里的土翻一下！”“不用急，全
村所有农户都能享受到农机服务。”4月25日， 在涟
源市杨市镇长溪坪村，响起旋耕机的轰鸣声。村民们
围在田埂上，兴奋地对机器“评头品足”。

长溪坪村是涟源市委组织部结对帮扶的省级贫
困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53人。多年来，因土地贫
瘠、水利设施发展滞后等，耕地闲置、抛荒现象严重。
帮扶工作队驻村后，走访村民，了解群众意愿，把他
们脱贫的期盼记在心头。

依托当地耕地多的优势，经工作队、村支两委、
村民商议，决定通过土地流转，盘活荒地闲田，归集
分散土地，实现规模化经营；成立农机合作社，推广
机械化作业，已拥有6台农机设备，不仅让村民当上

“甩手掌柜”，还能为周边村子提供服务赚钱。
带着任务，工作队员多次走访农机、水利、国土

等部门，了解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挨家挨户签订土
地流转协议。同时，积极完善水利设施、平整机耕道、
添置农机设备，并培养出9名本村农机操作手。

荩荩（下转4版②）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万名党员志愿者
活跃凤凰景区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杨芬 傅海清）4月29日，“五一”小
长假第一天， 凤凰县近万名党员志愿者身
着红马甲活跃在景区，为游客答疑解惑、提
供饮用水、 指引景点路线等。“感谢这些党
员志愿者， 让我们在古城里游玩得很舒
心。”来自北京的谭女士高兴地说。

4月28日， 凤凰县举行百支党员志愿
服务队服务启动仪式， 有近1万名党员参
加。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这些党员志愿者
在全县各景区为国内外游客服务。4月29
日，来自宁夏的“笑夕阳”旅游团30多人，
到达凤凰县城南华路段下车后， 附近的党
员志愿者立即走过去，提供免费咨询。一名
姓马的老先生说：“有这样的党员志愿者，
真的是方便了我们，也温暖了我们。”

据了解，近年来，凤凰县以建设服务型
党组织为目标， 动员广大党员加入志愿者
队伍，每年开展4次以上志愿服务活动。

祈福

环保督察的百姓期盼

督察“不放假” 整改“在路上”

▲

督察进驻期： 2017年4月24日—5月24日
专门值班电话： 0731-81110879
专门邮政信箱： 长沙市第44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早8:00—晚8:00

中央驻湘环保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