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陈勇）今天，全
省民政、扶贫系统举行“扶贫楷模”王新法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省民政厅、省扶贫办机关干
部在长沙主会场，市州、县市区两系统干部职
工通过视频，聆听了报告团的精彩讲述。

报告团成员石门县南北镇党委书记段少
帅、武警西藏总队医院主任医师徐书真、石门
县南北镇薛家村村民曾德平、王新法同志女儿
王婷、湖南日报记者周勇军从不同角度生动讲
述了王新法同志忠于信仰、矢志扶贫攻坚的先
进事迹，再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情景，听众
深受感动和教育。

王新法不远千里来武陵山片区扶贫，将

100多万元的个人积蓄全部用于扶贫帮困和
基层社会事业的发展， 带领群众修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举办新型农民培训班，创造性地
用留守儿童“我看是非我看美”小组促进群众
自治， 用乡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4年时间使
得薛家村家家户户通水、通电、通路，乡村旅
游、茶叶产业等初具规模，成功摘掉省级贫困
村的“帽子”。

3月下旬， 省民政厅党组在全省民政系统
作出“开展向王新法同志学习的决定”，印发了
《学习宣传王新法同志先进事迹实施方案》，省
扶贫办也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弘扬王新法同志
精神。省民政厅、省扶贫办认为，率先在全省部

门单位举办专题报告会， 是要带领全省民政、
扶贫系统干部职工共同缅怀王新法同志的感
人事迹，学习“扶贫楷模”的崇高精神。

报告会后，全省民政、扶贫系统的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向王新法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信
念坚定、不忘初心的政治品格；心系群众、扶贫济
困的为民情怀；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艰苦朴素、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要以王新法同
志为榜样，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
意为人民谋幸福，竭尽全力为群众解忧难，争做
人民群众的领路人和贴心人， 努力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积极贡献， 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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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5日交办信访件170件， 累计交办
1168件。 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 按地区
分布为： 省本级2件、 长沙市56件、 株洲市
9件、 湘潭市11件、 衡阳市20件、 岳阳市12
件、 益阳市11件、 常德市13件、 邵阳市5
件、 郴州市8件、 娄底市15件、 永州市5件、
怀化市1件、 自治州2件。 按污染类别分为：
大气污染32件、 噪声污染19件、 生态破坏
14件、 餐饮油烟19件、 垃圾污染8件、 畜禽
养殖污染17件、 水污染43件、 固废污染2件、
重金属污染5件、 扬尘污染1件、 其他污染
10件。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廖
艳霞 谭文强）“鼎盛石油关停拆迁中，请行人注
意安全……”5月4日，湘潭经开区鼎盛石油厂房
大门、厂区内、围墙处均已张贴关停、拆除的标
示标牌。 这家于2015年被湘潭经开区责令停产
的企业，因设施设备内残留的废渣、废液产生异
味，使周边居民备受其扰。这也是中央环保督察
组转交湘潭市的重点信访件。 湘潭各级各相关
部门高度重视，边督边改，立行立改，目前，已正
式启动拆除和整体搬迁工作。

鼎盛石油公司主要从事废旧润滑油、 润滑
脂的再生处理等。 随着湘潭经开区的高速发展
及产业规划的调整， 鼎盛石油公司的生产已经
不适应周边环境。2015年8月， 湘潭经开区责令
其停产关闭至今。由于停产时间较长，相关设备
设施出现不同程度腐蚀和老化， 导致设备设施

内残留废液、废渣产生异味气体溢出，对周边居
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5月1日，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谈文胜率队
赴鼎盛石油督察整改情况， 要求尽快出台环保
整改方案，同时立即启动拆除工作，并确保不发
生再次污染。

根据5月2日湘潭经开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工作调度暨重点交办件督办会议精神要求，鼎
盛石油环保问题整改和整体搬迁工作于5月4日
已全面启动。当天上午，该区科技和产业发展局
已邀请相关专家到厂区现场，对整改、拆除工作
进行勘查、测量、部署、指导，并即日起启动鼎盛
石油废气处理工作，计划于5月12日前完成企业
非钢结构可施工部分拆除。 该区安监局也同步
制定出安全生产施工方案， 以保障整个施工过
程安全进行。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陈新）5月4日，长沙召
开配合中央环保督察追责问责督办工作会议，
截至5月4日12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长沙
市累计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68件。 会上要求，
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务必做到“问题不查清不
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过”，从严、从细、从快、从实配
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

会上， 长沙市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明确
追责问责的紧迫性， 积极响应中央环保督察工
作要求； 环保部门与监察部门应对交办案件进

行认真分析，切实履行责任，严格追责问责，重
点要抓好对六类情况的问责， 即不作为乱作为
的、 已立案处理但执法不严执法不到位群众反
复投诉的、 对已经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及时群众
信访举报的、 对交办的问题敷衍塞责麻木不仁
的、打击报复举报人阻碍执法的、应问责而未问
责的；同时要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对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的各类环境问题， 做到整改责任全
落实、问题整改全到位、追责问责不打折。

目前，长沙已成立3个追责问责专项督办小
组，分赴各园区、区县（市）开展督察。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华） 今天， 衡东县环保局接到中央环保督察
组转来的一件群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重点案件
交办件， 反映该县三樟镇塘源村有一个非法提
炼油膏厂， 利用废旧油料以落后方式提炼油
膏， 废气影响周边村民和学生身体健康。 衡东
县当天接收、 当天交办， 对存在问题的案件进
行整改、 查办。

经调查， 该炼油厂于去年10月虽已停产，
但仍有熔炉没有拆除， 各种原料堆集在厂里，

没有清理。 通过环保鉴定， 该厂的生产工艺、
产品及污染防治设施均不符合国家政策相关法
律要求， 属淘汰项目， 应当拆除。

今天， 在三樟镇政府的积极支持下， 衡东
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炼油厂进行了取缔和拆
除， 对当事人实行行政拘留。 同时， 督促三樟
镇政府举一反三， 在全镇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在排查过程中， 发现附近还有一家类似的非法
炼油厂， 执法人员对该厂也进行全面取缔和拆
除， 对违法当事人实行立案查处和行政拘留。

临澧强力推进21个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通讯员 龚文君
周亚玲 记者 周勇军） 临澧县修梅镇多家
养鸡场清洗废水和消毒污水直排， 污染环
境。 这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向临澧县交办的
环境问题第一单。 为尽快解决问题， 临澧
县从5月1日起， 连续奋战5天， 已将2家养
鸡场关闭， 并对其他养鸡场进行整改， 争
取5月8日前清栏完毕。

临澧县成立由县委书记、 县长任正副
组长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领导小组， 对全
县环境问题进行全面自查自纠、 边查边改。
并将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纳入年度生态文明
建设绩效考核， 对工作不力的进行约谈、
问责追责。 组织召开了全县环保工作会议，
对21个突出环境问题和环境信访问题集中
交办。 开展地毯式环境保护大排查， 对
200多家工业企业及部分企事业单位进行
现场督察， 分门别类列出问题清单， 并逐
个交办到乡镇 （街道）、 部门， 层层压实责
任， 督促问题整改。

目前， 全县21个突出环境问题已完成
整改销号7个， 另外14个正在强力整改中。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唐爱平）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
露，最近印发的《湖南省2017年度地质灾
害防治方案》(简称《方案》)，确定了2017
年湖南地质灾害防范重点。4月至7月为
重点防范期，47个山地丘陵区、25个煤矿
和非煤矿区为重点防范区域。

我省是全国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建设
重点省份之一， 现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
隐患点2万多处， 威胁人口128万、 财产
262亿元。今年我省地质灾害发生频率仍
然较高， 局部地区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
突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地质灾害
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方案》确定2017年我省地质灾害防
范重点：

重点防范时段为4月至7月。4月至9
月是我省的汛期，也是滑坡、崩塌、泥石
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主要发生期，
4月至7月为重点防范期，7月至8月主要
防范受强对流天气或台风暴雨影响引发

的地质灾害。
重点防范区域有两种，一是以滑坡、

崩塌、 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高发易发
区，主要包括湘西、湘西北、湘东南、湘东
北等47个山地丘陵区； 二是以地面塌陷
为主的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 主要包括
宁乡煤炭坝、涟邵盆地、湘潭锰矿等9个
市州的25个煤矿和非煤矿区。 上述地区
要特别关注强降水、 矿业活动以及过量
抽排地下水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和
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

重点防范对象有五类。 一是重要地质
灾害隐患点。 全省共有221处重要隐患点，
分布在88个县市区， 切坡建房要作为重点
加强防范。二是重点采矿区。三是重要旅游
景区，包括张家界、湘西、郴州等山地旅游景
区。四是部分重要交通干线路段，主要包括
武广高铁衡东-郴州段等5条铁路干线；杭
瑞高速 (G56) 官庄-吉首段等10条高速公
路；G106炎陵-桂东-汝城段等13条省道。
五是已建和在建重点工程。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镇瑜 丁上杰） 为培养符合部队需要
的优质兵员， 提高大学生征兵质量， 省军
区、省教育厅、省经信委决定从今年起，开
展校企合作培养优秀大学生士兵征集对象
试点。今天上午，试点工作对接会议在省军
区召开， 来自省内的试点高校与企业及相
关部门共同商榷试点方案。

据了解， 此次试点工作将组织省内
10所高校， 约200名预定大学生新兵与8
家企业合作， 联合培养优秀大学生士兵
征集对象。会议明确，参与对象必须签订
预定兵协议，必须是按照志愿报名、通过
政治考核等， 有强烈入伍愿望的预征对
象。在今年6至7月，省内试点高校将统一
组织预定大学生士兵前往企业实习，让
大学生从“学位”通过“岗位”直达“战位”，
实现无缝对接， 省试点领导小组将不定
期对试点企业组织大学生实习情况进行

检查督导。实习结束后，省征兵办将根据
实习大学生专业情况，推荐入伍大学生到
部队专业对口岗位。

省征兵办副主任、省军区副参谋长胡
代松介绍：“试点工作是今年湖南省征兵
领导小组作出的决定，目前处在一个探索
摸索的阶段。 开展试点工作的主要目的，
就是选拔一批专业对口的大学生到对口
的企业进行实习， 提高专业技术技能，然
后对口补充到相关部队的专业岗位，提高
大学生征兵的综合效益，这也是精准征兵
的一个有益探索。”

对接会上，省内各试点高校、企业及相
关部门纷纷对试点工作提出意见及建议。
省征兵办表示，将会尽快落实意见建议，同
时也希望各单位及相关部门能够以高标准
要求，军地协力，共同探索一条以需求为牵
引，让部队满意、学生满意、校企满意的“精
确化、订单化”征兵路子。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唐爱平
通讯员 李怡霖

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
郴州永久落户， 让一批以矿晶为主题的
博物馆应运而生。其中，郴州国际矿物宝
石博物馆收藏的宝贝别有特色。5月5日
上午，记者来到该博物馆，郴州国际矿物
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蓉领着记
者进馆参观。

刚进博物馆， 仿佛走进了一个矿井
的“坑道”里面，再走几步就像进了一个
“晶洞”。“我们的入口，采用现代的手法设
计，充分营造出矿晶之美。”郑建蓉边走
边说，“这是完全按照矿井的情景设计出
来的。”

从狭窄的“坑道”进入展厅，顿时豁
然开朗，里面的设计也别出心裁。头顶上
的天花板层层起伏，似矿层褶皱带；地毯
的图案也显示出矿脉的走向。 郑建蓉表
示， 博物馆的每一个地方都进行了精心
设计，在不失现代审美时尚的前提下，营
造一种矿井的氛围。

该博物馆由矿物科普美术工艺品展
示厅、 动物主题咖啡馆和矿晶珠宝售卖
区3部分组成，是一家集科普、休闲、购
物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其中，展示厅
汇藏了来自国内外的矿物晶体百余种、
近千余件， 主要有原生宝石级萤石、白
钨、海蓝宝、紫晶等绝美艺术珍品。

在展厅里，郑建蓉向记者介绍了他
们收藏了25年的一件宝贝， 这块石头，
上面是水晶，底下是紫色的萤石，还有
少量的钨沙、云母共生在一起。第三届
矿博会展出时，一个老矿工看后感慨不
已。

“这是郴州几个主要矿厂出产的萤
石，有香花岭的、有香花铺的。”说起郴
州的矿晶，郑建蓉如数家珍，郴州出的

萤石多，且共生体丰富，如方解石和萤石
共生等；储量也很巨大，全市已探明的萤
石矿床16处， 资源保有储量1.22亿吨，在
全国居第一。

除了郴州本土的宝贝， 博物馆还收
藏了来自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的精品。
“这块是广西梧州出的磷锰矿，别看它个
头很小， 但现在这个矿已经完全枯竭
了。”郑建蓉指着一块磷锰矿说，如今它
的价格天天在涨。

众多宝贝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记者
问郑建蓉怎么去欣赏呢？他说，矿物晶体
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美， 从中可以窥探
矿物晶体的科学文化内涵。一般来说，光
泽越强，透明度越高，晶体形态及组合完
好、完整的，观赏价值越高。

“矿物晶体有3500多种，形有巧拙，
色有清浊。”郑建蓉兴致勃勃介绍，艺术
审美很难有统一标准， 要看欣赏者的价
值取向和个人的修养。

第五届矿博会即将在5月18日开幕，
今天的郴州， 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
矿物晶体产地和集散地。 矿晶成了郴州
一张耀眼的名片，走进博物馆，就能让你
随时领略矿晶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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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批 2017年5月4日12时-
5月5日12时）

今年地质灾害防范重点确定
●4月至7月为重点防范期
●47个山地丘陵区、25个煤矿和非煤矿区为重点
防范区域

探索“精确化、订单化”征兵路
我省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大学生士兵试点

“晶”彩无限
———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物馆宝贝掠影

交办问题整改不力将被问责
长沙成立3个追责问责专项督办小组

废渣、废液异味扰民
湘潭经开区启动鼎盛石油公司拆除和整体搬迁工作

衡东迅速取缔两家非法炼油厂

学习王新法 做群众贴心人
全省民政、扶贫系统举行专题报告会

航空工业起落架公司民机与国际合作部部
长罗鹏程告诉记者：“民用客机不同于军用飞
机，咱们国家设计民用飞机的底子薄，拿不出现
成的设计标准和成熟产品， 和国际知名供应商
合作，有利于获得适航当局和用户的认可。”

在大飞机制造领域，中国还是个学生，与国
际知名供应商合作研发生产， 更多是为了学习
和借鉴成熟公司的经验。 德国利勃海尔公司是
全球知名起落架供应商， 所出产品在加拿大庞
巴迪C系列客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系列客机
以及A350等客机上， 已有成熟应用和技术验
证。

早期产品制造中， 航空工业起落架人付出
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80后”工艺员张成告诉记者，他于2014年
接手C919客机起落架外筒等大件加工任务。

摆在眼前的起落架外筒毛坯， 是长2.5米
长、重2吨多的高强度钢，这么重的“大家伙”是
公司有史以来加工的最大零件。从工艺上来讲，
第一道难题就是要在这个钢柱中间， 掏出一个
长2米左右的圆洞，且洞的尺寸又不规则：前段
部分内孔直径在197毫米至210毫米，中间部分
内孔直径159毫米，底部内孔直径在170毫米至
184毫米。

在无任何经验可借鉴情况下， 张成带领团
队先用深孔钻，像在岩壁上打洞一样，把初孔一
点点打出来；再用减震镗杆，把粗孔内壁一点点
修正、打磨到规定大小。一个内筒的初加工，一
干就是4个月。

为确保外筒加工符合设计要求， 张成和团
队成员，在2米多长的外筒上选取了200多个测
量点进行检测， 然后对数据进行一一分析、对
比、计算，并在数模上反复推演，再一步步修正

加工方案，终于大功告成。
那段日子，张成每天吃睡在厂里，盯着零件

加工，观察零件的每
个新变化。 张成说：
“因为任务紧迫，几
乎都是通宵达旦工
作，白天回家简单休
息一下，好长一段时
间都看不到妻子，不
过她对我的工作很
支持，这是为国争光
的工作， 必须舍小
家。”

航空工业起落架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2013年公司开
始交付起落架试验
件， 目前已实现装机
件在长沙制造。

为C919
装上“湖南脚”

荩荩

（上接1版）

关爱孤残儿童
5月3日上午，郴州市北湖

区儿童福利院（社会福利院），
志愿者与孩子们亲切交流。当
天，该市工商局联合北湖区涌
泉街道冲口社区开展关爱孤
残儿童活动，组织团员、青年
志愿者看望、 慰问孤残儿童。

范湘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