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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湖南日报5月4日讯（通讯员 陈徐恩 记者
曹娴）记者今天从岳阳市环保局了解到，4月25
日至5月4日12时，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转办岳
阳市环保突出问题76个， 该市已办结19个，责
令整改28家，立案处罚15家，罚款金额88.48万
元，立案侦查2件，行政拘留2人，问责4人。

在岳阳市南湖新区月山管理处湖州管理
中心， 一家紧邻洞庭湖的屠宰场已被关停。周
边居民交口称赞“政府动作真快，关得好”。4月
26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接到群众信访件反
映，“南湖新区有一个屠宰场， 在湖滨党校边
上，对洞庭湖直排污水”。

南湖新区管委会迅速责令有关部门实地
调查。经查实，该屠宰场废水只经简单沉淀后
就直排洞庭湖，恶臭刺鼻。随后对其依法关停，
拆除违规设施。

5月2日下午，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

生来到现场， 督导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问
题，要求以最大的决心、最强的力度边督边改，
不遗余力，不留死角。

据介绍，岳阳市第一时间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转办的信访件进行调查核实， 建立专门台账，分
类施策，挂图作战，实行挂号销号制。市委、市政
府组织6个督察小组， 对县市区和市直部门落实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察，根据具体
情况督导属地政府和职能部门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有力整改。同时，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
市委问责办和市检察院等单位对懒政怠政、弄虚
作假、查处不力等行为进行问责和处理。

�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通讯员 苏平
记者 曹娴）5月2日，邵东县界岭镇、黑田
铺镇、县国土局、县环保局、县住建局等5
个单位的11名责任人，因对中央环保督
察组向邵东交办的8个有关环境问题办
理不力，被邵东县委县政府约谈。

此次约谈的主要环境问题是： 艾窑
砖厂污染问题、 黑田铺镇非法制鞋厂环
境污染问题、 黑田铺镇龙政村养猪场环
境污染问题、 建雄线路建材厂环境污染
问题、垃圾填埋场渗漏池环境问题等。

县委、县政府要求，尽快关闭拆除艾
窑砖厂，立即对河道废渣进行清除，并对
砖厂违法情况立案查处； 立即关闭黑田
铺镇非法制鞋厂， 一周内拆除， 如果反
弹，相关责任人就地免职；立即对龙政村
养猪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顶格处
罚，启动退出程序，对已造成的污染由
黑田铺镇开展治理；建雄线路建材厂的
停产整顿要监管到位， 并启动搬迁重
建；对垃圾填埋场以渗漏池为界500米
内的住户进行排查摸底， 一律搬迁。已
经安置的要尽快交地，已交地的要督促
尽快建房， 已建房的要督促拆除老房，
对阻工堵路从严打击；对违法直排行为
要予以严惩。

5个单位的11名责任人表示， 要以
这次约谈会为契机，提高认识，认真落实
好各项整改要求，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
措施做好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该县同时加大问责力度， 对工作不
力、措施落实不到位、完不成任务的部
门，纪检部门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
人的责任，并在年度考核中实行“一票
否决”。

湖南日报5月4日讯（李寒露 黄道兵 李明好）
不作为要被问责，慢作为也要被追责。5月3日，
记者从汉寿县获悉，该县蒋家嘴镇、县农业局、
县环保局等单位的9名相关负责人， 因环保失
职行为，日前被县纪委约谈追责。

4月25日晚9时，汉寿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
组交办单，群众反映蒋家嘴镇凤阳村有一个垃
圾填埋场处理全镇生活垃圾， 没有覆盖填埋，
投诉镇政府不作为。 副县长宋万林率农业、环
保、住建等单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连夜赶赴
现场进行调查。经现场核查，该镇有两处垃圾
填埋场， 均未按照国家规定采取防渗漏措施。
凤阳村的垃圾填埋场，于2010年5月开始填埋，
2016年10月停止填埋生活垃圾， 并填黄土覆
盖，但有多处垃圾仍裸露在外。另一处垃圾填

埋场存在利用暗管偷排垃圾渗漏液的违法行
为。为此，汉寿县已研究制订了整改方案，要求
由蒋家嘴镇政府具体负责实施， 于5月20日前
将填埋场所有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消毒复
耕。目前，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对蒋家嘴镇凤阳村垃圾填埋场污染问题，
汉寿县纪委迅速介入调查，并根据事实和相关
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对蒋家嘴
镇党委书记、镇长提醒谈话，对原蒋家嘴镇党
委书记和原镇长、现分管副镇长约谈。县纪委
还责成蒋家嘴镇党委、 政府对该镇环卫所所
长、 分管副所长进行约谈， 责成县农业局党
组、县环保局党组对下属负责人约谈。 据悉，
该县纪委对相关失职人员， 还将作出进一步
问责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唐爱平

“国宝”香花石高贵大气，升仙灵石传
承孝道……5月3日，记者走进位于柿竹园
国家矿山公园的郴州市石博园， 扑面而来
的一块块巨石、“仙石”、奇石让记者大开眼
界。

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
会（以下简称“矿博会”）将于5月18日在郴
州启幕。作为本届矿博会的一大亮点，郴州
市投资建设的石博园已全面完工。 石博园
占地500亩，其中奇石景观园100亩。目前，
全国各地的奇石异宝汇聚于此， 记者得以
先睹为快。

“你眼前的这块升仙灵石有个很美丽
的传说。” 郴州观赏石协会会长钟六华介
绍，该石与郴州的一个传说人物苏耽有关。
苏耽被称为“孝子神仙”，他孝敬母亲，善行
天下，“橘井泉香” 成为我国中医药的代名
词。历代文豪、宰相、道教学者上百位名人
为其撰写诗文。苏耽飞仙时所踏之地，就是
踩着这块石头而去，故名“升仙灵石”。

边走边看边聊，钟六华告诉记者，石博
园中，郴州市11个县（市、区）根据各自主
题，合理布局，融入本地文化元素，建设11
个景观园。这里除了汇聚郴州11个县市区

的奇石外，还摆放中国有名的奇石，包括山
东的泰山石、安徽的灵璧石、广东的萤石、
河南的七彩石等。

在临武园， 赫然立着“国宝香花石之
母”。香花石因储量稀少，形态独特，有极高
的科研价值、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被誉为
奇石中的“大熊猫”，因发现地在临武县香
花岭镇而得名“香花石”。“香花石是世界上
至今已发现的独一无二的新矿物晶体，它
的发现， 是中国地质学史和矿物学史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钟六华向记者介绍。

在桂阳园， 中心区域和游道都以铜钱
造型，用桂阳本地出产的黄蜡石定制，由大
小不一的形状，组合而成铜钱造型，展现桂
阳千年矿都的特色。

在经过一块“通天顽石”时，钟六华拉
着记者的手说：“这块石头背后也有个故
事。大唐名相刘瞻，清正廉洁，敢于直谏皇
帝， 救了三百多条人命等， 曾绘出《三湘
图》。 后来三兄弟都列为仙人，《列仙全传》
有他们的传说。 郴州河街乌石矶有‘刘相
第’，为古代名家吟咏。通天顽石采自刘仙
岭，据说为刘瞻读阅天书之处。”

情投意合石“恩爱有加”，罗汉石“高佛
在坐”，金刚石“潜心修炼”，个个形象生动，
惟妙惟肖，真是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 �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徐小彬）今天，经湖南各市州及省
文明委成员单位层层推荐、网上投票、群众
评议和专家评审，2017年“湖南好人”4月
榜单正式揭晓， 海防战士岳勇军等31人
入选。

“抢劫！有人抢手机！”2016年7月，东
部战区陆军部某海防营现役战士岳勇军
回家乡新邵县探亲， 在一家医院偶遇歹
徒抢劫，他凭借军人的过硬素质，赤手空
拳冲上去，与歹徒勇敢搏斗，夺下歹徒手中
的刀。警察赶到现场将歹徒带走，受伤少
女被送往医院后，岳勇军悄然离开。岳勇
军赤手空拳制服歹徒的事迹， 当地群众
纷纷点赞。

李晓正是洪江市洗马乡花柳坪村的
一名村医。从行医开始，他就定下规矩：不
收挂号费，不收注射费；对年迈的老人和五
保户，有钱无钱一样看病拿药。村里78岁
的老人刘伯顺家境困难， 李晓正从不要他
的药费， 可这老人很好强， 不收钱就不看
病。李晓正只好收点成本费，过后再还给老

人小儿子。从1971年行医以来，李晓正累
计帮病人节省药费超过30万元。

“湖南好人” 评选旨在挖掘在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5个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身边好人。此
次评选中，池凤英等6人获评为“助人为乐
好人”，蔡岳等6人获评为“孝老爱亲好人”，
焦友弟等7人获评为“敬业奉献好人”，岳勇
军等7人获评为“见义勇为好人”，李晓正等
5人获评为“诚实守信好人”。

至此，湖南共评选出“湖南好人”406
名，通过展示“草根英雄”“凡人善举”的故
事，在全省营造了争当好人、崇尚好人、学
习好人、关爱好人的浓厚氛围。

岳阳已办结信访件19个
责令整改28家，立案处罚15家，罚款88.48万元

环保督察交办问题办理不力

邵东11名责任人被约谈
湖南日报5月4日讯（通讯员 程聪 徐若凯

记者 徐德荣）5月2日，衡阳市雁峰区根据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办的“雁峰区天马山街道二路口
一无名藕煤厂违规生产造成大气污染”群众信
访举报件，迅速展开行动，关停了该藕煤厂，目
前已经整改到位。

这家位于雁峰区天马山街道二路口小区
内的藕煤厂已存在10余年，煤炭粉尘给周边居
民的生活环境带来不良影响。雁峰区天马山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该藕煤厂仅一条马路
相隔，据中心主任叶湘华介绍，从卫生服务中
心成立开始，病房的窗户、窗帘都常年不能拉
开，粉尘污染给医疗环境造成极大影响，同时
藕煤厂生产时带来的噪音污染也严重影响到

病人休息。
5月1日晚，雁峰区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的信访举报件后，相关部门立即成立行动小
组，连夜来到现场展开行动。执法人员通过调
查取证，查处该违法行为，并拿出整改取缔方
案，要求藕煤厂配合拆除。5月2日下午，环保、
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再次来到现场，依法依规
对该无证藕煤厂进行了取缔。目前，该厂正清
理3吨剩余煤，3条生产线及所有生产设备已封
存，该藕煤厂已被关停。

家住天马山街道胜利山社区的居民廖志
华说：“这次环保督察搞得好，真是解决了大家
的一个大难事， 还了老百姓一个好的生活环
境。”

还老百姓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雁峰区迅速关停无证藕煤厂

海防战士赤手空拳制服歹徒

31位普通人获评4月“湖南好人”

奇珍异宝入眼来
———探访郴州市石博园

5月4日，长沙市
机场大道与磁浮快
线交会处，一列磁浮
列车从施工中的钢
箱梁下穿过。 从上月
24日起，机场大道提
质改造工程开始进行
国内首次跨磁浮钢箱
梁顶推施工， 这一段
钢箱梁长50.4米，重
675吨。目前，钢箱梁
横向顶推已经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冯晓哲
摄影报道

钢箱梁上跨磁浮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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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赵冠群 ）致力于中法文化传播的“民间文
化使者”、 投身农村扶贫开发的乡村创
客、 用时代元素展现传统魅力的湘绣传
承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海归青年。今天下午，2017年度湖南十大
杰出青年海归人物评选揭晓， 长沙昕雨
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泰、柳
建新刺绣艺术馆馆长刘雅等10名青年海
归获选。

“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的成就在中
国，所以我的归属也会在中国。” 湖南伊
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CEO胡双留学美国
归来，立志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回到祖
国建功立业是所有海归青年共同的选
择。 此次评选出的十大杰出青年海归人
物，都是我省青年海归中的优秀代表。在
实现个人梦想的道路上， 他们选择了各
自不同的方式，有的献身科研，有的致力
于文化传承与传播， 有的想为实体经济
代言。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青
年海归的榜样力量。

刘雅现为柳建新刺绣艺术馆馆长，是
湘绣第四代传承人。从小生活在湘绣世家
的刘雅， 回国之初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
抉择，最终选择湘绣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留学经历所带来的国际视野， 使她更善
于将时代的元素融入传统技艺， 在创新
中传承。

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陶品儒选择扎
根于乡土， 成为了一名黑土麦田公益乡村
创客。在农村，他搬过砖头、扛过稻子、教过
孩子体育、带领村民创过业。这个1993年
出生的小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服务着农村
事业的发展。

此次评选活动由湖南省侨联指导，湖
南海归协会主办。湖南海归协会会长胡鹏
飞表示， 活动旨在展示更多优秀海归代
表，让社会看到海归群体的正能量，引领
带动更多的海归青年顺应时代大潮，利
用自身资源与优势， 为祖国建设大业作
出杰出贡献。

■链接

2017年度
湖南十大杰出青年海归人物名单

何泰 （长沙昕雨教育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范霙 （湖南访趣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强 （湖南政法专修
学院董事长兼院长 ）、唐一帆 （湖南润泽
明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周弘康（中
南大学讲师 ）、魏巍 （湘潭京桥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品儒（黑土麦田公益
乡村创客）、 刘雅 （柳建新刺绣艺术馆馆
长 ）、龙星亮 （湖南参合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 胡双（湖南伊鸿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CEO）

湖南十大杰出青年海归人物
评选揭晓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

分类情况一览
（第十批 2017年5月3日12时-

5月4日12时）

5月4日收到交办信访件121件，累
计交办998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
按地区分布为：省本级3件、长沙市38件、
株洲市5件、湘潭市7件、衡阳市10件、岳
阳市15件、常德市4件、邵阳市8件、郴州
市10件、娄底市9件、永州市7件、怀化市
2件、张家界市2件、自治州1件。按污染
类别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2
件、生态破坏8件、餐饮油烟17件、垃圾
污染9件、畜禽养殖14件、水污染24件、
重金属污染6件、土壤污染3件、其它污
染6件。

荨荨（紧接1版①） 参加了工伤保险
的患者， 其救治费用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
单位支付。由于各种原因，我省不少
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既未参加工伤

保险， 原用人单位又不复存在或无
法确定劳动关系， 治疗费用难以保
障，患者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普遍。
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卫生
计生委、 省财政厅等部门先后研究

制定了尘肺病农民工救助实施方案
和资金管理办法， 切实解决这一历
史遗留问题。同时，将尘肺病纳入公
共卫生信息监测， 从源头上预防控
制增量。

荨荨（紧接1版②） 此外，郴州已完成建
设的石博园，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奇石，
将成为今年矿博会的一大亮点。

矿博会在郴州举办并永久性落

户， 拉动当地会展经济及宝石产业
快速发展。郴州正借助矿博会，把宝
石“博览”向宝石“加工”“交易”等延
伸，打造全产业链。目前，该市矿物

宝石产业园、 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
心等正加快建设，当地文化旅游、现
代物流、 健康养老养生等产业快速
崛起。

荨荨（上接1版③）
“新”就是引导毕业生到新业态、

新模式上就业创业。当前新技术、新产
业、 新业态加快成长， 将综合运用财
税、金融、资金补贴等政策，支持发展

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新业态、
新模式，努力拓展多元化就业空间。

“沉” 就是引导鼓励毕业生到基
层、 艰苦边远地区和中小微企业就业
创业。 我省将抓紧制定引导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就业的具体实施方案， 构建
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长效机制，
开发一批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领
域就业岗位， 促进一批毕业生在基层
成长成才。

蒋家嘴两处垃圾填埋场无防渗漏措施

汉寿对9名环保失职人员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