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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我想静静。”一句由网络歌曲带红的流行
语，仿佛说出了不少百姓的心声。

截至5月16日， 在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转
办我省的2932件群众信访件中，有367件是关
于噪声污染的投诉，在“污染问题排行榜”上排
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声世界，但刺耳的声
音并不受欢迎。

生产噪声大被处罚问责
在群众向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投诉反映

的噪声问题中，生产作业噪声超标，最让人们
受不了。

长沙市望城区高域自然城小区的居民，饱
受对面搅拌厂的噪声、 扬尘污染之苦。5月6日
晚，区环保局接到交办件后调查发现，搅拌厂
噪声来自振兴混凝土有限公司，之前一直存在
夜间生产的情况。 环保部门要求其进行整改，
禁止夜间生产；同时依据我省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罚款15万元。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进行材料加工的小作
坊，就建在居住区内或不远处。路过的人们常
常捂耳快走，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对此，相关部
门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如攸县江桥街道距离车
站小区仅10米的蒋建兵钢材厂（钢材拉丝），
就因噪声超标被罚款3万元，并停产整改。

噪声污染问题的背后，是否还存在部门责
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村
二桥下无证小砖厂噪声、粉尘扰民。群众曾经

投诉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接到交办件后，区
政府组织力量跟踪督办，督促企业于5月4日拆
除生产设备；5月13日现场核实，砖厂已关闭拆
除。同时，市、区两级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失职
人员进行问责，其中约谈10人，立案审查3人。

娱乐可以，不能扰民
生活离不开娱乐，但娱乐不能扰民。
长沙市芙蓉区金科家苑小区的金科狼

KTV位于居民楼内，不仅噪声扰民，而且属于
无证经营。被群众投诉后，东屯渡街道及相关
部门没收了该店的经营工具， 拆除了门店招
牌。目前，金科狼KTV已停业。

商业场所、 公共场所高音喇叭噪声不断，
一律查处。 长沙市芙蓉区星光大厦一楼有6家
门店都有音响设备，其中城市英雄电玩门外有
3个大音响，群众反映太吵。5月7日，定王台派
出所对3家门店下达了治安隐患整改通知书；
同时，派出所、城管办、社区对司门口沿线进行
巡查，2个嵌入式音响已剪线，4处店外音响设
备已撤除。

居民区内的麻将馆必须按规经营。长沙市
雨花区新星小区车库里有20多家麻将馆，居民
反映夜晚噪声很大。对此，当地派出所与社区、
物业出具联合公告，要求棋牌室在晚上11点半
后停止营业，并逐户上门要求安装定时自动断
电开关。

工地要“安静”，交通需降噪
深夜时分，工地、道路上却没有“安静”下

来。 各地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后，
迅速采取行动，确保“还民清梦”。

长沙市岳麓区的居民反映，景园路南侧靠
江边珠江实业的在建工地整晚施工，附近居民
夜不能寐。对此，岳麓区城管执法大队近日已
责令该项目立即停止夜间施工违法行为，并处
罚款1万元。

长沙市营盘东路浏阳河大桥每晚很多大
型货车通行，产生的噪声影响周边3个小区。经
调查发现，省环保厅对浏阳河大桥项目的环评
批复有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做好
道路两侧声环境敏感点的噪声跟踪监测，并根
据监测结果设置隔声屏。目前，该单位已制定
整改方案，并于5月8日开始设置隔声屏，预计6
月底前施工完毕。

社会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归
城管部门管理

我国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从1997年3
月1日起施行。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
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
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为防治噪声污
染，国家制定了声环境质量标准，详细规定
了五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及测
量方法。

随着《城市管理执法办法》于5月1日起施
行，环保管理方面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
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
业油烟污染、 露天烧烤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
划归城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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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批 2017年5月18日12

时-5月19日12时）
5月19日交办信访件176件， 累计交办

3458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分布
为：长沙市55件、株洲市11件、湘潭市18件、衡
阳市23件、岳阳市13件、益阳市2件、常德市5
件、邵阳市10件、郴州市7件、娄底市8件、永州
市9件、怀化市6件、张家界市6件、自治州3件。
按污染类别分为：大气污染34件、噪声污染23
件、生态破坏13件、餐饮油烟污染23件、垃圾污
染11件、畜禽养殖污染16件、水污染33件、固废
污染1件、重金属污染8件、扬尘污染5件、其它
污染9件。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李治 实习生
金原）以前只听过“高射炮打蚊子”，在长沙市双
河湾农民安置房的工地上，记者看到了“打空气”
的大炮———降尘雾炮，而扬尘等环保指标可随时
在线监控。 该市5月15日组织扬尘防治观摩会，
“工程建设扬尘控制通用标准”在会上正式发布。

长沙有225个项目安装了降尘喷淋装置
及降尘雾炮机，184个项目安装了扬尘、 噪音
监测仪器，实时监测大气颗粒物浓度、温度、
湿度、风速风向、噪声等，发现数据达到预警
值时可进行快速防治处理。到7月1日，该市所
有建筑工地都要求装上监控装置。

长沙住建委要求在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
设置冲洗台、 高压水枪等对进出车辆进行冲
洗，工地现场非施工的行人或车辆通过区域实
施路面硬化，3个月非施工作业的裸露土壤，采
取覆盖、遮蔽措施。高空作业禁止直接向下倾
倒或丢弃建筑垃圾。

该市住建委主任王伟胜表示，今年结合重
点整治多管齐下，扬尘、噪音污染等情况将大
为改观。今后，对不按要求进行扬尘控制的建
设项目，不得考评为年度考评优良工地、质量
标准化示范工地、绿色工地、全国安全文明标
准化工地及诚信企业等。

对已关闭企业
杀“回马枪”

永兴集中拆除94根遗留烟囱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曾翔）“从5月2日对已关闭冶炼企业烟囱开
展集中拆除行动以来，共拆除柏林镇、太和镇
等已关闭冶炼企业烟囱8根。”5月15日， 永兴
县环保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县正对全县已关
闭的非法冶炼企业遗留场地的94根烟囱，进行
集中爆破拆除。

为做好有关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解决遗留
环境问题，永兴县委、县政府决定从今年5月2
日至7月下旬，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非法冶炼企
业烟囱集中拆除行动，并对拆除后的现场废渣
进行安全处置。他们组织县环保、国土、电力等
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人员， 对园区外已关闭的
90多家非法冶炼企业进行“回头看”，彻底拆
除生产厂房和设备。

据了解，该县将全县130家稀贵金属企业整
合成30家规模化、集团化企业，全部进入国家城
市矿产示范基地柏林、太和两个园区内发展。对
园区外已关闭的企业，一律彻底关闭到位。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黄道兵 刘建军）5月15日下午， 常德市纪
委五楼会议室，常德市纪委、市农委、市环委
会，对安乡和桃源两县各一位副县长、鼎城和
武陵两区各一位副区长，集体约谈。 因为这4
县区对焚烧秸秆处置不力。

5月14日，常德市环委会、市农委对全市
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 垃圾现象展开巡查时

发现，在全面禁烧、高压严控的情况下，全市
仍有超过40处秸秆着火点， 火点较多的有武
陵区8处（另有1处垃圾焚烧）、鼎城区7处、安
乡县7处、桃源县5处。 按照市环委会《关于进
一步加强秸秆禁烧和追责工作的紧急通知》
的规定，武陵、鼎城、安乡、桃源4县区政府应
负领导责任，经研究决定，对上述4个县区分
管农业的副县长、副区长集体约谈。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周游）5月16日， 岳阳海事局对一艘燃油硫
含量严重超标的到港油船， 进行了行政处罚。
这是当地海事部门对内河船舶大气污染违法
行为开出的首张罚单。

5月9日，岳阳海事局临湘海事处执法人员
登船进行文书检查时，发现一艘江苏籍油船疑
似使用不合格燃油，随即对该油船燃油进行抽

样送检，检测结果为燃油硫含量超出国家标准
近1倍，遂依法对该油船实施了行政处罚。

据了解，今年来，岳阳海事局加大了船舶
燃油抽样检查力度， 累计发现8艘船舶使用不
合格燃油，除对1艘进行行政处罚外，对其余7
艘违法行为较轻的船舶下发了海事违法行为
整改通知书，引导其纠正违法行为，防控大气
污染。

明月长安

这次中央驻湘环保督察，时间短，要求高，任
务繁重。只有坚持碰硬动真，敢于对自己说“不”、
对过去说“不”，实施最认真的查处、最严苛的问
责，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优质高效的信访办
结，向中央环保督察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敢于说“不”，就是坚持对信访件涉及的环境
违法行为查处不到位的不放过。截至5月16日，全
省1078人次被约谈、893人次被问责。武陵源核心
景区非法接待场所泛滥、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问题
整改落实不到位，被追责23人；娄底市对锡矿山
地区历史遗留砷碱渣安全处置工程环境安全问
题查处不力，25人被追责； 邵阳县花桥镇合山养
猪场环境污染存在失职行为，28名公职人员被追
责，创单一信访件追责人数之最。

就追责级别而言，娄底市前期因一些地方对
群众信访交办件处理力度不够， 结案率不高，一
次约谈9名县级正职，一名常务副市长；常德、怀
化、湘潭等地均有地厅级干部被追责。这些追责

原因，概而言之，都是由于信访件查办不到位，群
众诉求解决不及时，污染治理不彻底。

敢于说“不”，就是坚持对信访件涉及责任
追究不到位的不放过。

近年来 ，我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坚持
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 ，加快环境保护责任
体系建设 ，制定出台 《湖南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规定 》《湖南省重大环境问题 （事件 ）责
任追究办法 》和 《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试行 )》， 环境
保护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的制度体系建
立起来了 ，但环境问题追责的 “18般兵器 ”基
本闲置没用 。

这次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真正做到该追责
的人员，一个也不放过；该追责的事项，一件也

不少。从追责类别来看，“党纪国法”规定的70
种问责手段用了近20种，新化县胜利煤矿非法
排污事件，采用了立案调查、诫勉谈话和刑拘
等多种问责手段；从问责人员结构来看，虽然
环保人员问责人数比例一直在17%上下波动，
在各类人员中稳居第一，但总体来看，这次问
责真正实现了全员问责，上述邵阳县合山养殖
场污染事项， 追责对象包括该县畜牧水产、水
利等6个部门； 上述锡矿山地区砷碱渣污染事
项追责对象涉及规划、环保、发改、教育、国土
等9个部门。

敢于说 “不 ”，就是坚持群众对信访问题
处理不满意的不放过 。这次配合中央环保督
察 ，我省拧紧 “满意率 ”这根弦 ，群众对信访
办理不满意的直接打回重办 ，直至群众反映
的问题得到满意解决 。

正是这种坚持说“不”的务实精神和对信
访件办理“满意率”的执着追求，提升了公众对
中央环保督察的满意率，最终为人民群众合法
的环境权益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减少噪声 还民清净
———我省配合环保督察坚持问题导向之噪声污染治理篇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工地扬尘随时在线监控
长沙发布工地扬尘控制标准

岳阳开出
首张船舶大气污染罚单

对焚烧秸秆处置不力

常德4个县区负责人被约谈

敢于说“不”是保障
“环保督察微观”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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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月19日，2017“健康中国湖南行———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活动
在慈利县溪口古镇樟树村举行，400多名徒步爱好者参加。他们将用3天时间，途经
18个村落，行走54公里的山路，传承红军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周倜 通讯员 李景林 摄影报道

走红军走过的路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肖军）今天，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
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怀化召开。 目前，
中央支持建设的乡村学校少年宫已达
13636所， 受益农村未成年人超过千
万。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出席会议。

据介绍，201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共安排6.799亿元， 支持各地新建
乡村学校少年宫1636所。一年来，国贫
县所在的22个省（区、 市） 共计将
80.38%的项目指标用于国贫县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助推脱贫攻坚。2011年
以来，湖南累计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791所，省

本级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1000
所， 全省各市州自建项目500余所，全
省各级乡村学校少年宫达到2300余
所， 投入8.6亿元，150多万农村孩子从
中受益。

夏伟东表示，要发挥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德育平台作用，以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带动农村学生素质教育的不断提
升。要持续推进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为贫困地区农村孩子的成长增
添更多快乐、带来更大希望。

王柯敏说，湖南将紧密结合精准扶
贫工作，不断加大对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投入力度，力争实现贫困地区学校先覆
盖、农村学校全覆盖。

乡村学校少年宫让千万农村娃受益
夏伟东王柯敏出席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工作推进会

荨荨（上接1版①）
习近平强调，在你们当中，有的在

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
而出、冲锋在前，有的在重大安保任务
面前不怕疲劳、连续奋战，有的长期默
默无闻、甘当无名英雄，有的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当
好“螺丝钉”，大家用辛勤的汗水乃至
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安全、社会
公共安全、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正是有了
你们的辛勤付出和流血牺牲， 才换来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 你们
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党和人
民感谢你们。

习近平指出，社会有正气，民族才
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和平
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
最大的队伍， 大家没有节假日、 休息
日，几乎是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
这些年来， 每当看到公安民警舍生忘
死、感人肺腑的事迹，我都深受感动；
每当听到公安民警在血与火、 生与死
的考验面前赴汤蹈火、 流血牺牲的消
息，我都深感心痛。 广大公安英雄模范
身上体现的忠诚信念、担当精神、英雄
气概， 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真实写
照。 我讲过，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
遍地林立时， 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
应该巍然耸立。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们党正在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我们要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 推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聚
起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指出， 全国公安机关和公
安队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强化责任

担当，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 全力以赴做好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 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警各项部署要求， 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关心和支持公安工作， 关心关爱公安
民警，加大综合保障力度，落实从优待
警各项措施。 对那些因公牺牲的同志
的家属特别是其中的老年人和未成年
子女，要切实安排好、照顾好，让他们感
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全社会的温
暖。

孟建柱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
讲话。 他指出，全国公安机关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主线，深入开展
“迎接十九大、忠诚保平安”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 迅速掀起向英雄模范和立功
集体学习的热潮，对党忠诚、敢于担当，
以民为本、执法为民，锐意改革、勇于创
新，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努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栗战书、杨晶参加会见，郭声琨参
加会见并主持表彰大会。

会上， 全国公安系统615个先进
单位和1320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福
建省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所长
李福民、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东城区
支队故宫特勤中队政治指导员蔡瑞、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商城路派出所
案件侦办大队教导员刘成晓在大会
上发言。

荨荨 （紧接1版②） 湖南愿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面深化双方
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更好造福两地人民。

海尔马里亚姆表示，埃塞俄比亚与
湖南开展全方位产能和经贸合作基础
良好、前景广阔。 埃塞俄比亚将积极响
应“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推动落实两国
政府达成的战略共识， 借鉴经济发展、
减贫等方面成功经验， 进一步扩大开
放，为包括湖南企业在内的外国客商提
供良好营商环境。同时，以埃塞俄比亚·
湖南工业园项目建设为起点，进一步加

强双边在发展园区、农产品加工、官员
培训等领域的深化合作。

合作对接会上，湖南、埃塞俄比亚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商务推介。中国进出
口银行与埃塞俄比亚财政部签署《埃塞
俄比亚·湖南工业园贷款协议》；湖南银
太集团、 桂东曹氏服装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富福服装厂、湖南领信联电钢结构
有限公司等第二批意向入园企业与埃
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签署《赴埃塞俄比
亚投资的备忘录》。

在湘期间，海尔马里亚姆一行还考
察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三一集团。

荨荨（上接1版③）
调研期间， 巴特尔先后来到怀化市

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企业、园
区，走访困难群众。 巴特尔对怀化在民贸
民品企业发展、 农业产业化建设方面的
成功经验给予充分肯定。 在自治州十八

洞村， 巴特尔要求把精准扶贫与农业产
业化、城镇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创新可借鉴能推广
的扶贫模式， 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试点工作中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