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怀化近九成信访件办结
怀化37份交办信访件，已办结33件，办结

率位居各市州之首。
针对群众反映鹤城区有洗涤厂位于居民

密集区，噪声扰民、废气难闻，当地环保部门
立即开展调查，进行现场监测、勘验，发现的
确存在噪声超标的情况。 环保部门要求企业
立即整改，拟处以2万元罚款。由于周边居民
较多，环境敏感，通过处罚与多次说服教育，
该企业已初步同意另择新址整体搬迁，于5月
5日自行停产，5月7日已拆除锅炉烟囱。

同时，怀化市认真核查办理每个案件。如
针对连续三批次交办件中反映的骏泰新材料
科技公司的废水、废气污染问题，市环保部门
多次对废水进行采样监测，对废气每天2个频
次、连续监测7天，发现结果均无异常。怀化市
环保部门表示， 今后还将对该企业实施不定

期检查， 并要求该公司主动公开主要污染物
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怀化市委、 市政府近日专门成立了环保
督察组， 就交办信访件及各县市区突出环境
问题整治清单， 进行实地督导， 督促整改问
题，跟踪整改进度。5月7日，为层层压实责任、
传导压力，怀化市“四大家”班子成员全体出
动，兵分多路，深入县市区督查中央环保督察
组交办件落实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各市州的群众信访
举报问题中，湘潭106.5件，办结50件；株洲
79.5件， 办结36件， 办结率位居市州前列。永
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办结率较低。

问责动真格，打击有力度
严肃问责动真格。 长沙市明确要求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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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7日，已约谈2人、问责

31人。此外，郴州市约谈36人，问责25人；邵阳
市约谈48人，问责11人；张家界市约谈74人，
问责12人。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力度空前。 截至5月7
日， 衡阳市立案侦查案件5件，3人被刑拘；益
阳立案侦查案件5件，刑拘2人；邵阳、永州、娄
底各刑拘1人。如新化县对群众信访投诉的向
红工业园内两家化工厂污染环境的问题，经
过调查核实， 责令湘中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立
即停产整治，拟处罚款10万元；将中润化学科
技有限公司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调查处理， 对该公司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的嫌疑人曹继东实施了刑事拘留。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一个好的设计会给人以尊严，体现人
文精神和人文关怀。”5月9日， 省住建厅、
省重点办、 省机场管理集团联合举办大型
公共建筑（设施）人性化设计及管理宣讲报
告会，就我省机场、铁路客站、城市道路领
域的人性化设计运用进行了集中宣讲。

不相匹配的“硬件”和“软件”
当前，我省正处于机场、车站及城市

综合体等大型公共建筑（设施）的建设高
峰期。以机场为例，根据国家和省里相关
规划，2020年前我省规划与建设、 布局与
运营的民用运输机场就有11个，其中已建
成投产的有6个。

大型公共建筑（设施）迎来“硬件”大
发展的同时，“软件”却不尽完善。有的建
设规模很大，然而不精细、不专业；有的外
观奢侈豪华、金碧辉煌，然而不适用，存在
华而不实的问题； 有的建设速度很快，然
而配套不全、功能不完善、不耐久，刚竣工
就要改造提质。

“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人性化设计及
管理。” 宣讲报告会指出， 大型公共建筑
（设施） 是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公共服
务，设计管理得好，满足公共活动需要，人
民群众有获得感，对政府就会点赞。提高
建设水平，改善软件环境，倡导普及人性
化设计及管理的理念自然是题中之义。

一次开阔眼界的学习之旅
“在航站楼的屋顶设置观景平台，是

机场旅游观光的一大特色”“旅客步行距
离过长时，采用轨道捷运系统”“休息设施
布局非常灵活，只要旅客想休息，随时能
找到座椅，使机场空间更具有人情味”。省
机场管理集团副总经理邓元武，在会上展
示了日本机场的人性化设计细节。 据了
解，根据省里部署，“湖南省民用机场人性
化设计和管理课题考察组” 去年8月底赶
赴日本， 从东京的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
大阪的关西机场、札幌的新千岁机场带回

了大量可供借鉴复制的经验。
在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总建筑师盛晖

的讲述里， 新一代铁路客站全面革新了发
展理念。它不再强调本身独立的站房形象，
不再割裂城市的整体格局， 不再是耗能大
户和占地大户；而是以人为中心，综合了城
市各类交通方式的“换乘机器”，并将成为
容纳城市各类功能的新的发展引擎。

“大型公共建筑要强化提示性标志，防
止迷路”“采用智能多合一灯杆， 将无线基
站、视频监控、环境监测、电动车充电站等
融为一体，可以提升城市空间利用率”。省
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夏心红、长沙市规划设
计院副总工程师邓海波分别作了主题演
讲，赢得与会代表的认同。

让人性化设计落地生根
如何把人性化设计及管理的理念运用

到我省具体实践中？这天的会议把聚焦点
放在“业主方”———参会的300多人中，主
要是各市州住建系统负责人，各市州城投
公司、省内各机场、铁路、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以及部分大型公共建筑（设施）的项目业
主单位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省内部分甲
级建筑设计企业负责人、总建筑师。

“针对精细化、耐久性、绿色低碳、信息
化和智能化等重点内容，要对症下药，精准
发力。”副省长张剑飞在会上指出，各级建
设管理部门要制定公共建筑（设施）人性化
设计标准规范，编制公共建筑（设施）人性
化设计标准设计图集，编写人性化设计市
政设施设计指南。 要加快推进BIM技术应
用，推广装配式建筑，推动“人文住建、绿色
住建、智慧住建”建设。

人性化设计获得政策力挺。 宣讲报
告会提出，在规划审批、初步设计审批、
施工图审查等环节要大力支持人性化设
计，将其纳入审批、审查要素。要在新型
城镇化引导资金中加大对人性化设计创
新的支持力度，鼓励设计企业研发创新。
在项目评优评奖过程中， 把人性化设计
作为重要加分因素， 表彰为此做出贡献
的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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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 � � �我省加大整改力度， 截至5月7日， 已办结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群众信访件
381件。其中，怀化市办结率最高，高达89%；长沙问责最严，问责31人———

我省环保督察严问责、快办结

5月9日交办信访件177件，累计交办1762
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分布为：
省本级1件、长沙市58件、株洲市7件、湘潭市
11件、衡阳市23件、岳阳市17件、益阳市5件、

常德市4件、邵阳市5件、郴州市13件、娄底市
12件、永州市7件、怀化市5件、张家界市6件、
自治州3件。按污染类别分为：大气污染29件、
噪声污染23件、生态破坏污染17件、餐饮油烟

污染23件、 垃圾污染13件、 畜禽养殖污染16
件、水污染26件、固废污染12件、重金属污染5
件、土壤污染2件、扬尘污染1件、其它污染1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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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批 2017年5月8日12时-5月9日12时）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廖艳霞 谭文强 徐媛媛)“坑挖深一点，培土更
紧实一点，要确保成活啊！”5月8日，湘潭县环
保部门、 射埠镇林业部门对射埠镇方上桥村
一处被取缔的非法采矿点“回头看”时发现，
采矿设备已拆除， 一些村民正忙着在裸露的
黄土坡上种植树苗。 这起由中央环保督察组
交办的非法采矿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案件得
到了及时处理。

“非法采矿造成水土流失严重， 关闭好
啊！”家住山坡下的村民徐斌说，山上非法采
矿后，下雨天泥巴、砂子沿水沟从山坡上流至
他家屋后，天晴四处尘土飞扬。如今，裸露的
黄土上种上了树苗，为提高成活率，村民们还
在坡上铺了50厘米厚的土层。

湘潭县林业局射埠镇林业站站长石元少介
绍，这处非法采矿点建于2014年，占地约7亩，是
由当地村民周某、 谢某共建的， 未办理任何手

续。4月29日晚10时许， 湘潭县政府接到中央环
保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件后，立即组织环保、
国土、林业、水务和射埠镇政府进行调查处理。
经查，这处非法采矿点已于4月26日被相关部门
依法取缔，采石、碎石设备已被拆除。

原来，早在4月1日，湘潭县国土资源局射
埠国土资源中心所在矿产日常动态巡查中，
发现了这处非法开采点， 随即向当事人周某
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但周某未
停止非法开采行为。4月26日， 湘潭县国土资
源局对该处非法采矿点依法实施关停， 现场
拆除生产设备，并责令当事人立即采取措施，
恢复土地原貌。

湘潭县取缔非法采矿点
裸露黄土坡种上了树苗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贺珍）5月8日， 安化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办公室组织小淹镇、县住建局、县环保局对小
淹镇垃圾填埋场进行彻底清理整治。

据安化县环保局负责人介绍， 中央环保
督察组指出了资江沿岸垃圾污染问题， 安化
县按照省里的部署和要求对小淹镇垃圾填埋

场实施彻底清除。该负责人称，小淹镇垃圾填
埋场紧邻资江河畔，自2012年11月投运，未办
理国土、环保手续，未采取防渗、渗滤液收集
处理等措施，产生的渗滤液部分下渗，部分漫
流进入资江，造成污染。

此次清运工作将小淹镇垃圾填埋场堆放
垃圾转运至县城垃圾填埋场， 由中联重科负

责安排车辆， 小淹镇负责装车及整治施工环
境维护，共出动铲车1辆，垃圾运输车10余辆，
施工人员20余名，清运垃圾2000吨以上，预计
一周内清运完成， 之后将彻底关闭该垃圾填
埋场。

以后小淹镇的垃圾填埋将通过中转站施
行，中转站6月正式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前，镇
上另行安排一个临时垃圾收集点， 由中联重
科每天及时转运到县城垃圾填埋场， 确保当
天收集的垃圾在小淹镇不过夜。

安化县彻底清除小淹镇垃圾填埋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满长水 刘银师

5月8日，阳光灿烂。怀化市鹤城区盈口乡
团结村村民李铁梅脸上灿烂如花， 女儿搬回
家里住了，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家人
其乐融融。

“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李铁梅告诉记
者，原来其住房周边有16个养猪场，弄得四周
臭烘烘的，她连窗户都不敢开，房前屋后全是

猪粪水，出行很不方便。在怀化城区务工的女
儿受不了这臭味，一年到头不愿回家。

鹤城区政府办工作人员梁华介绍，5月4
日下午，鹤城区组织联合执法行动，调来大型
挖掘机， 整体拆除了16个违规养殖场共2000
余平方米建筑， 彻底解决了这一城市禁养区
内违规养殖问题。

“鹤城区盈口乡团结村有很多颗粒加工厂房
及养猪场，造成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当地井水

呈红、黄、黑色……”4月29日晚上9时，接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的交办件后，鹤城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快速处置团结村塑料加工厂和畜禽养殖场
污染问题。在实地调查取证的基础上，5月1日，区
里组织公安、环保、城管和电力等部门，对9家小
塑料厂和16个养殖场实施了强制断电断水。

在团结村，记者逐一走访了9家小塑料作
坊，发现已全部停止生产经营活动，除2家尚
在自行清理场地和少量剩余物资外， 其他厂
房原堆积如山的原料和横七竖八的设备已清
理一空。一李姓老板告诉记者，他厂里的设备
运了10多车，全部当废铁卖了。今后绝不再从
事危害环境和违法违规的生产经营。

污染消 百姓乐
———鹤城区迅速处置团结村污染问题见闻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今天，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发布消息， 该局从一批澳大利亚进口饲
料用大麦中查获地中海白蜗牛， 这是我省
口岸首次截获该类有害生物。

据介绍， 地中海蜗牛在地中海地区和
西欧广泛分布，是闻名全球的有害生物，主
要取食腐烂的有机物质，也取食危害麦类、
玉米、豆类、柑橘类农作物和牧草。这种蜗
牛寄主广泛， 生殖力和抗逆性强，1920年

作为外来入侵物种进入澳大利亚， 现在已
经成为当地一种严重的农业害虫。

近年来我省以饲用为主要用途的粮食
进口量逐年增加，这类初级农产品夹杂、携
带检疫性病害风险极高， 全省农业生产和
生态环境面临的安全威胁增加。 为防止有
害生物传入，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已加
大检疫查验力度， 使进口粮食监管体系更
加严格。同时，该局提醒，相关进口企业和
物流企业也需加强安全防护措施。

我省截获“农业大害虫”地中海白蜗牛

湖南大型公共建筑进入建设高峰期
“人性化设计”获政策力挺

白培生 颜石敦

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越来越近了， 已吸引了50多个国家
100多位展商参展， 他们将带来什么精彩
“宝贝”？5月9日，记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走进有着“矿晶之都”美誉的郴州市提前
“探馆”。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大的一块碧玺已
运抵郴州，将在这届矿博会上亮相。”在郴
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经理郑
建蓉兴致勃勃地拿着一幅精美的矿物晶
体图片，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这个神秘宝
贝———一块高80厘米、宽30厘米、重达100
多公斤的红色家伙。

关于这个“宝贝”背后的故事，郑建蓉
娓娓道来：1969年， 这块红色碧玺从巴西
乔纳斯矿山的一个矿洞采掘出来，48年来
一直由美国理查·弗里曼博士珍藏， 从未
对外展示过， 属于世界顶级的神秘藏品，
是本届展会精品中的精品。

郑建蓉告诉我们，1985年美国《宝石
与宝石学》 杂志里发表了矿物专家基斯·
普罗克特描述这块碧玺及晶洞的一篇文
章。后来，美国画家温德尔·威尔逊受基斯·
普罗克特委托，根据这块红色碧玺的描述
文章、当时一些主要晶体的照片以及原来
矿工们对于这些晶体在晶洞里所处位置
的记忆，绘制了一幅它在晶洞最初被发现
时的复原图，画里的晶体都大致接近实物
尺寸，还原度非常高。

早在两年前，郑建蓉就在跟进协调这
块碧玺来郴展出。 今年2月， 他再次与理
查·弗里曼博士商谈， 讲解中国矿博会的
魅力， 最终说服理查·弗里曼博士同意将
这块“宝贝”带到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进行展示。

由于“宝贝”尚未开箱，记者无法先睹
真容，但是这块雪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红色
碧玺，将于5月18日在郴州揭开神秘面纱。
消息传开，顿时让国内外众多矿物宝石收
藏爱好者翘首以盼。

世界上最大碧玺将亮相“矿博会”

� � � �碧玺晶洞复原图。 温德尔·威尔逊 画

夏种忙
5月8日， 龙山县召

市镇， 农民在地里劳作。
入夏以来， 地处武陵山
区的龙山县进入夏季耕
种季节， 当地农民抢抓
天气晴朗的有利时机，
积极开展夏种。

曾祥辉 彭杰
摄影报道

衡阳严查环保领域“为官不为”
4月底至5月9日，已问责10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人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徐德荣）5月8
日，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驻市环保局检察室成
立，为环保监管增添了一支新力量。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以来，衡阳市高
度重视环境保护领域问题整改工作，对交办的
问题立行立改。成立了督察工作协调联络工作

组和7个专项小组， 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问题实行“一个问题、一名责任领导、一支整改
队伍、一个整改方案、一个整改结果、一个整改
档案”的“六个一”工作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同时，衡阳市加大环保督察和责任追究力度，建
立督办、通报、约谈制，将责任层层压实。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组织开展
环境保护领域“为官不为”专项整治，对工作失
职失责的行为予以问责。

至5月8日，衡阳市已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
交办件13批134件，已办结29件。对172家企业
责令整改、21家立案处罚；立案侦查案件5件，行
政拘留5人、刑事拘留3人，形成了有力震慑。自4
月底至5月9日，该市对突出环境问题整改不力、
失职渎职的101名相关责任人实施了问责，其
中县处级干部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