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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丁虹波

今年3月31日举行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 并即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
施， 这标志着我省大气污染防治由此纳入法
治化轨道。5月中旬，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
员、 常委会法制工委副主任曾东楼就条例的
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读。

条例从酝酿到出台，历时3年多
“这是我省首次就大气污染防治进行地

方立法，对于改善全省的空气质量，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曾东楼说。

“我省大气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大气污染
防治立法已经迫在眉睫。” 在2014年2月的省
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株洲市代表团姜玉
泉等13名代表联名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湖南
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 呼吁尽快启动
大气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 省人大常委会对
此高度重视，将该条例列入当年立法计划，并
及时部署启动大气污染防治执法检查， 广泛
征求立法建议。

条例草案从提出议案、组织调研到4次审
议，历时3年多的酝酿和修改，终于在今年3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得到
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认可，以全票通过。

曾东楼认为， 条例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基
础上，立足于我省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向，
在增强地方特色上下功夫， 着重从细化大气
污染防治各项措施、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量
化法律责任等3个方面与大气污染作斗争，增
强了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针对不同类别的污染源 ，
规定了不同的防治措施

曾东楼介绍， 条例分析了目前我省大气
污染的实际情况，针对燃煤、工业废气、餐饮
油烟、车船尾气、扬尘等不同类别的污染源，
规定了不同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针对燃煤等高污染燃料污染， 条例鼓励
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等实行集中供热，在集

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禁止新建、改建、扩
建分散燃煤锅炉， 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前已建
成使用的分散燃煤锅炉应当限期停止使用；
市州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面积应当逐步扩大，
长株潭城市建成区可以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

针对工业污染，条例规定，城市规划区禁
止新建烧制建筑用砖厂；已经建成的，设区的
市、自治州、县 (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关
停，并予以处理。同时，条例还明确了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标准管理规定及其使用要求，鼓
励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料和产品的使用。

针对车船尾气污染， 条例规定市州人民
政府可以划定禁止或者限制高排放机动车行
驶的区域和时段，并向社会公布；各市州应当
根据城市规划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鼓励
发展低排量、新能源汽车，确需控制燃油机动
车保有量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针对餐饮油烟污染，条例要求，新建居民
住宅楼、商住综合楼将配合建设专用烟道。排
放油烟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 或者采取其
他油烟净化措施，保证油烟达标排放。

针对扬尘污染，条例规定，废石、废渣、泥
土等应当集中堆放，并采取围挡、设置防风抑
尘网、防尘网或者防尘布等措施；施工便道应
当进行硬化并做到无明显积尘。

条例还结合湖南大气环境特点， 明确了
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制度。条例规定，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设区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气象条件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确定
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在特护期
内，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
措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限制燃油机动车行
驶；责令停止露天烧烤、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
筑物拆除施工； 责令高排放大气污染物工业
企业停产、限产。

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细化政府
约谈机制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涉及部门多、 行业

广、 难度大，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应当积极作
为。”曾东楼说，条例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管理
体制机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条例规定了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
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省人民政府应
当将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执行情况
纳入考核内容， 同时明确省人民政府可根据
地方人民政府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指标的完成情况等进行考核， 并根据考核结
果实行奖惩。

条例还细化了对未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市县人民政府进行
约谈的主要内容、具体程序、整改措施。规定：
约谈可以邀请媒体及相关公众代表列席；约谈
针对的主要问题、整改措施和要求等情况应当
向社会公开；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
当督促被约谈地区的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落实
约谈要求，并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量化法律责任 ，明确政府
部门监督管理职责

条例根据上位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种类、
幅度范围内容， 结合我省大气污染违法行为
的实际情况， 着重补充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不依法履行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等法
律适用问题。

曾东楼介绍，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
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包庇大气污染
违法行为的；未依法作出责令停产、限产决定
的； 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未及时查处大气污染
违法行为的； 未依法公开大气环境信息或者
公布虚假大气环境信息的；其他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行为。

条例还进一步明确，机动船舶使用渣油、
重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事管理机构、
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传务）“中华文化四海行———走
进湖南” 文艺联谊会昨晚在长沙音乐厅举
行。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
民进中央原副主席王立平， 湖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杨光荣等观看演出。

此次文艺联谊会格调清雅，精彩纷呈。
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琵琶演奏家吴玉霞的琵
琶独奏《龙船》，上海昆剧团著名昆曲表演
艺术家蔡正仁的昆曲清唱《邯郸梦·三醉》
《长生殿·迎像哭像》，北京朗诵艺术团著名
朗诵艺术家殷之光的古典诗词朗诵《满江
红·怒发冲冠》《过零丁洋》， 为湖南观众带

来高雅的艺术熏陶。 军旅歌唱家于丽娜演
唱王立平创作的《枉凝眉》《牧羊曲》，并由
王立平登台伴奏， 歌唱者与创作者联袂表
演，更是难得一见的精彩。湖南省花鼓戏保
护传承中心花鼓小戏《双送粮》选段、湘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男声组唱《酉水号
子》、张家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打
溜子》等富有浓郁湖南地方特色的节目，为
观众带来清新的艺术感受。 文艺联谊会艺
术指导、 湖南省政府参事盛伯骥为文艺联
谊会创作了主题歌曲《文化就是江山》，并
由湖南电视青歌赛金奖获得者杨思思领
唱，将文艺联谊会推向高潮。

明月长安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作出重要指示 ：
“要求加大环境督察工作力度 ，严肃查处违
法违纪行为 ， 着力解决生态环境方面突出
问题 ， 让人民群众不断感受到生态环境的
改善 ”， 指明了开展中央环保督察的目的 、
任务和根本出发点 ， 那就是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服务宗旨 。

人民群众满意， 就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我省在配合中央环保督
察工作中，始终做到在舆论载体上不打折扣，
在信息公开上不走样， 在宣传形式上丰富多
彩。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我省第一天起，省
市两级党报、 电视台和政府网站就公开了督
察组的联系电话和邮箱，开设环保督察专栏，

第一时间刊发、播放边督边改情况，所有交办
件的动态信息在各级政府网站以及新湖南客
户端等新媒体上都可以查阅到， 各地办结的
群众信访件都在市州党报上如数刊登。 广泛
的舆论宣传和全方位的信息公开， 形成了群
众诉求与政府行动的同频共振， 共同推进了
环境整治的高质高效办结。

人民群众满意， 就要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众所周知，环境污染具有相当程度的发
散性：一楼那爿餐馆油烟污染不除，二楼以上
好几层的住户就不敢打开窗户； 对面的KTV
房夜夜笙歌， 周边的人家就得日日忍受噪声
煎熬；村头的那家养殖场不停止排污，村里上
百号人就跟着没水喝， 遭受臭气和蚊叮蝇咬
之苦。截至5月19日，我省共对2298件中央交办
件进行结案处理， 而结案的首要标准就是群

众合法环境诉求得到满足。 按照这一结案标
准， 我省这次因落实环保督察要求而脱离环
境污染困厄的人数，已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这也难怪近期我省各种网络和微信等新媒体
上，都洋溢着满满的欢乐与幸福，晒各种形式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人民群众满意， 就要坚持绿色发展绿色
惠民。 为期一个月的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接近
尾声，从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来看，应该说
成果是满满的。 我们感谢中央环保督察组为
湖南带来这样一次对生态建设和环保工作进
行全面检验和把脉会诊的机会。 但我们也深
知， 生态环境问题不能靠一次环保督察全部
解决。 对此省委、 省政府保持高度清醒的认
识，省主要领导在近期一系列会议 、讲话 、批
示和专项督查中都反复强调，要“以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在湘开展环保督察为契机， 加强
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矢志不渝地坚持绿色
发展绿色惠民，推进生态强省建设，打好环境
治理战役，让每个村喝上安全干净的水 ,每个
人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

邵阳龙须塘
环境大整治

关停搬迁企业40余家， 清淤
2.3万立方米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通讯员 张雪珊 周玉意）5月18日， 在邵
阳市双清区龙须塘工业片区洋溪沟清淤疏浚
现场，10余台挖机来回穿梭作业，100多名施
工人员将石料填入沟底，对其环保型护坡进
行加固。

龙须塘工业片区在上世纪60年代就形
成了以化工（医药）、机械、皮革、纺织为主的
工业区，有大小企业近100家。片区内企业治
污设施滞后，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针对龙
须塘工业片区环境污染问题，邵阳市委、市政
府专门制定“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投资6.5亿
元，先后将其纳入“十大环保工程”、“六个十
大建设工程”， 对该工业区约15平方公里内
遗留污染物进行清理，对受到污染的场地、沟
渠、地下水等进行综合整治。

今年来，特别是在中央环保督察期间，龙
须塘工业片区综合整治加快进行。5月2日，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市长刘事青等一起来
到该工业片区，对推进该片区环保治理进行
现场办公。要求以此次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
坚持问题导向，加快“两沟”（龙须沟、洋溪
沟）、“两路”(龙须塘路、古塘路)改造，以此推
动龙须塘片区整体改造和建设。

目前，片区环境综合整治已完成投资2.2
亿元，关停搬迁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中小企
业40余家， 完成了3个重金属点源污染治理
项目，“两沟”累计清淤2.3万立方米，疏浚沟
渠5.5公里。其中龙须沟治理已完成总工程量
60%。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陈新）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协调联络组获悉，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后第10天上报办
理情况、计算办结率的要求，至5月21日，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长沙市的第1至第18批（4
月25日至5月12日交办） 信访件共749件，已
办结738件，办结率达98.5%。

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以来， 长沙
市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组信访件交办处理
工作，要求所有信访件必须点对点移交，交办

任务不过夜。根据长沙市委、市政府要求，该
市各级各部门切实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动力，
认真查办每一件信访件，进一步压实责任，扎
实整改，全力加快交办信访件办结速度，提高
办结质量，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数据显示， 长沙市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第1至第18批信访问题立行立改， 边督边改，
已责令整改企业812家， 立案处罚247家，罚
款454.20万元， 立案侦查14件， 行政拘留19
人，问责145人。

依法治霾，还群众一片蓝天
———《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解读

民主法治

人民满意是宗旨
“环保督察微观”之五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长沙交办件办结率达98.5%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举行文艺联谊会
王仲伟等观看演出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赴宁乡县调研精准扶贫、 脱贫工作。 他强
调，长沙要展示省会作为，担当双重职责，
不但要坚决打赢辖区内脱贫攻坚战， 更要
支援、 帮助湘西龙山等省内一些贫困地区
的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山路弯弯，层林叠翠。一早，易炼红驱
车来到宁乡县双凫铺镇， 陆戈鞋业已一派
繁忙。这家产业扶贫型回乡创业企业，今年
1月签约，5月正式投产，使周边近千名村民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村民付建兵正在为鞋
面缝合，她高兴地说：“厂里给了我们8个月
学徒期，保底工资1800元，我们出师后开
始计件，工资可拿到每月5000元。”产业扶
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增加贫困农户收

入的有效途径， 当地很多村民就业后主动
要求脱掉贫困户帽子。

在沩水源村，20多年前因意外致残
的63岁村民严耐军正在家中扎竹扫把，
他告诉易炼红，扶贫工作组来了后，帮其
女婿找到了稳定工作，帮他家进行了危房
改造，他扎的竹扫把每把可卖18元，销路
不愁。

宁乡共有31个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
户 23506户 55984人， 占长沙贫困人口
36%。 易炼红充分肯定了宁乡过去的扶贫
工作。他说，长沙各级各部门要以问题为导
向，以钉钉子精神一个一个解决，以绣花的
作风一针一线用心用力、精益求精；要强化
保障、层层压实责任，按照“精准”二字要
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展示省会作为
易炼红赴宁乡调研扶贫脱贫工作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余蓉）今
天下午， 湖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推进会
暨2017年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在湖南铁
路科技职院启动，副省长向力力出席会议，
并宣布“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
周” 正式启动。14个市州分管教育副市州
长、19个省直职业教育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负责人以及部分职院校长和行业、 企业代
表与会。

向力力强调，要重点抓好改革，创新体制
机制；抓好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企业和学校双
主体作用；抓好政策落实，贯彻好省委、省政
府科教强省和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精

神，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企业与
职业院校合作办学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普
通高校校地校企合作的意见》要求，努力实现
校地校企合作多赢，为科教强省、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的贡献。

5月22日至28日， 全省各地、 有关部
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将根据省教育厅、
省委宣传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共青团湖南省委、湖
南中华职教社的共同部署，组织“2017年
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 的专题宣传
报道、走进社区、开放校园、开放企业等一
系列活动。

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
向力力出席并讲话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余蓉）今
天上午， 湖南省教育学会中华传统文化教
育与推广研究专业委员会在岳麓书院成
立。老同志刘晓出席并致辞。

此次成立会上表决通过了“传统文化
专委会”组织机构成员名单，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教授李兵担任首届理事长， 并吸收一
批省内外传统文化研究专家、 学者参与课
题研究，主办“道远讲堂”，邀请海内外知名
学者成立“道远国学院”。

会上， 湖南省教育学会联合成都鱼说
科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击活”湖
湘文化符号数字工程。“数字工程” 拟选湖
南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协助岳麓书院、
石鼓书院等单位全面疏理历史记忆、 文化
符号和传统元素，结合现代科技，让公众足
不出户，轻松游历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文
化场馆， 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或电脑分享
精美艺术与文物，分享参观体验，通过增强
现实技术，“看”到复原的遗址等。

湖南成立机构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推广

长沙南郊公园东广场下月开放
5月22日，长沙市南郊公园东大门广场基本建成，正在进行最后的扫尾工作，计划下

月正式对市民开放。该广场分为地面休闲广场和地下商场，可供市民开展健身、休闲、娱乐
和购物等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5月22日交办信访件179件， 累计交办
4059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
分布为：省本级5件、长沙市48件、株洲市
11件、湘潭市7件、衡阳市19件、岳阳市17
件、益阳市1件、常德市5件、邵阳市8件、郴
州市22件、娄底市6件、永州市13件、怀化

市8件、张家界市6件、自治州3件。按污染
类别分为：大气污染31件、噪声污染30件、
生态破坏污染22件、 餐饮油烟污染20件、
垃圾污染12件、畜禽养殖污染15件、水污染
26件、固废污染1件、重金属污染5件、其它
污染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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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批 2017年5月21日12时-5月22日12时）

�荨荨（紧接1版②） 该行力推的“节能贷”产
品体系，是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专门的
节能服务企业出资改造或升级设备， 项目
完成后， 以节省的能源费用来回收成本并
实现利润）中，为扶持节能服务企业而量身
定做的专项金融服务方案。 在国际金融公
司IFC的大力支持下，该行同省发改委、长
沙市能源局等职能部门紧密合作， 累计通
过“节能贷”产品发放贷款超过2.13亿元。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还针对企业的不同
成长阶段，提供包括一般流动资金贷款、知
识产权质押贷款、 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等

在内的综合金融服务。 如某企业投资的湘
潭竹埠港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 因尚处于
治理阶段，无销售收入。北京银行长沙分行
了解情况后，设计出“内保内贷”金融服务
方案，出具4亿元融资性保函并担保，顺利
引导资金投向该项目。

“实现信贷资金的绿色优化配置，是今
后银行业发展的主流。”北京银行长沙分行
行长戴炜表示， 将加大对湖南小微节能环
保产业融资支持力度，重点为节能服务、工
业绿色升级、建筑降耗减排、大气污染治理
等8个领域注入金融活力。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黄兰香在致辞中说，当前，湖南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更需要借助澳门
这个连接国际的重要舞台， 吸引更多人才到
湖南参与创新发展。 澳门是对外开放的前沿
阵地，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湖南走
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希望澳门湖南联谊总会
进一步帮助湖南扩大开放，走向世界，同时把
湖南的好产品、好企业带向世界。期待澳门湖

南联谊总会更好地团结在澳湘籍人士， 进一
步高举爱国、爱澳、爱家乡的旗帜，为澳门繁
荣稳定发展、为“一国两制”方针的顺利实施，
为深化澳门和湖南两地交流交往， 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澳门湖南联谊总会成立于2009年，严海
文表示，将不辱使命，团结会员，与澳门社会
各阶层广泛交流合作， 为澳湘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努力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