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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彭业忠 周俊

4月中旬，陈向群、张剑飞、杨光荣、戴道
晋等省领导，率队深入长沙、湘潭、衡阳、株
洲、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娄底等地环境治
理现场，督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6月9日至13
日，多路记者“回访”省领导督查的现场，实地
见证督查近两个月后的变化。

治理进度明显加快

6月11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福元路湘
江大桥西头附近的原长沙铬盐厂污染治理现
场。

长沙市环保局副局长邓民生介绍， 原长
沙铬盐厂共占地约170亩， 主要是土壤污染。
由于刚下过雨，现场比较安静，未见机器和人
工作业。

邓民生告诉记者， 省领导督查之后，3个
主要治污项目有2个明显加快了进度：止水帷
幕项目于5月18日通过竣工验收，污水处理站
项目于5月20日通过竣工验收。

止水帷幕相当于从地面往下建一道几十
米深的“铜墙铁壁”，阻止污染物通过雨水等
向周边扩散。邓民生介绍，一期工程位于厂区
东侧，长532米，2015年已竣工；二期工程在厂
区南、西、北面，长977米。现场的一位项目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1500多米止水帷幕，大概圈
起了118亩的面积，主要是原长沙铬盐厂的生
产区。

邓民生介绍， 污水处理站的污水处理能
力达2000吨/天，主要是处理止水帷幕墙内被
污染的雨水。 由于处理污水所需的硫酸等材
料还在走审批程序， 污水处理站暂时还未运
行。

6月11日，记者在长沙龙王港的支流肖河
沿岸走访。 负责治污的长沙市高新区住建局
副局长吴建国介绍， 为了整治龙王港的黑臭
水体，正在用机器人钻进排污管道寻根溯源，
力求堵住沿线的所有污水排放。

湘潭市岳塘区的爱劳渠起于湘钢生活
区， 往北直排湘江， 是一条4.5公里长的臭水
沟。省领导督查时，治理项目尚未开工。6月12
日，记者在上游一处施工工地看到，几台大型
挖机正在清淤。 施工方中国水电八局相关负
责人张俊告诉记者，公司从4月下旬开始加强
调度，虽然政府征拆等工作还没完全到位，但
他们加快了前期工作， 目前已清理出渠里
60%的淤泥，渠旁的百亩湖公园也完成了70%
左右的土方施工， 新建的调蓄水池也完成了
一半以上的工作量。

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保靖县毛沟镇志
民锰业公司的锰渣库。锰渣库建在两山之间，
山上的排洪管就设置在渣库库尾， 容易造成
二次污染。保靖县常务副县长符家盛介绍，省
领导督查时对此明确提出了整改要求， 县水
利局已迅速完成排洪沟的改道设计， 会立即
动工，到7月底就可完工。排洪沟改道完成后，
立即堵死库底的排洪涵管， 闭库方案也已敲

定。渣库周边截洪沟施工，渣库平整、覆膜、覆
土和绿化，今年12月底可完成。

在保靖县复兴镇天和锰业公司的渣库坝
上， 该公司董事长向发祥正指挥一帮人在整
治渣库。 记者看到， 渣库排洪涵洞原来垮塌
处，已按要求抢修完毕，并在涵洞出口处新建
了水泥应急围堰。符家盛介绍，天和锰业3月
21日停产整改以来，正在实施部分闭库程序，
渣库整改正在进行， 周边截洪沟的修建、覆
膜、覆土等方案已敲定，将立即开工建设。

难题逐一攻坚破解

位于湘潭的原南天实业公司， 在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农药生产过程中， 对环境造成了
严重污染。2003年，南天实业停产、破产。

省领导督查时， 位于芙蓉大道旁的原南
天实业公司西厂区， 原来的生产区的建筑虽
已全部拆除， 但却有一个大型的搅拌站还在
运营，严重影响治污项目的开展。

6月12日，记者在现场发现，搅拌站已不
见踪影。 治污项目投资方湘潭经济建设投资
公司总经理倪俊告诉记者，西厂区占地约200
亩，原来的搅拌站租用了约三分之一的厂区。
搅拌站属一家大型央企， 由于存在场地租赁
合同纠纷， 加之要保障湘潭市一些重点工程
的混凝土供应，搬迁安置点也一直没衔接好，
导致该搅拌站的搬迁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省领导督查后，湘潭市高度重视，市政府
主要领导现场办公， 能平衡的利益尽量协调
平衡， 暂时不能平衡的先行搁置， 为环保让
路，先搬迁再商量。4月底，该搅拌站终于完成
搬迁，原址夷为平地。治污项目跟着迅速开展
起来。

湘潭原竹埠港工业园， 易家坪片区场地
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施工方中南勘测设计研
究院公司也遇到了难题： 已修复的20多万立
方米的土壤，就堆放在现场，没地方去。该公
司相关负责人刘理方告诉记者， 省领导到湘
潭督查之后，市里加强了攻坚协调，让他们将
已修复好的土壤， 按既有方案运到一个正在
施工的公路建设工地，作为路基压实填埋，原
地再用客土回填。

在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 整体关停搬
迁正在向前推进。 清水塘搬迁改造指挥部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透露，老工业区内148家中小
企业，截至目前已关停验收68家，这些企业均
已停水断电，拆除生产设备，贴上关停封条。
预计在7月将达到关停高峰。

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花垣县民乐锰矿
实地察看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厂正在运转，在
污水处理终端，记者看到3台过滤机都流着清
水。 花垣县环保局副局长石成祥指着堆在过
滤机旁的污物介绍， 这些过滤后留下的“锰
泥”，将送到专门的地方处理。

整治决心更为坚定

6月10日， 记者来到常宁市松柏镇金联

村， 了解常宁市水口山含重金属废渣无害化
处置二期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记者看到，6台大型挖土机、2台推土机正
在作业，填埋坑已具雏形。常宁市环保局局长
吕秋明介绍， 二期工程设计可容纳86万立方
米经无害化处置后的含重金属废渣， 不但可
以消纳历史遗留的无主“危险固体废弃物”，
还可处置目前水口山地区所有冶炼企业15年
内产生的全部含重金属废渣。

由于前期技术方案几经修改， 二期工程
在审批、立项等程序上耽搁了一些时间，在省
领导督查之后的4月26日才动工建设。吕秋明
说：“省领导的督查是一种鞭策， 打算在今年
12月底之前， 按省环保厅定的计划目标如期
完工。”

据悉， 二期工程目前已完成大约10万立
方米的土方施工，在9月前后可完成全部土方
施工， 届时将立即新建一条含重金属废渣无
害化处置生产线， 确保整个工程按期投入使
用。

6月12日10时22分，记者在冷水江钢铁公
司看到，其铁矿石烧结烟气脱硫数据显示，每
标准立方米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粉尘），均在国家排放标准之内。该公司安环
部副部长彭巧云介绍， 近年冷钢加大环保投
入，添置了系列脱硫、除尘等设备，完善废气
和粉尘达标排放。最近，针对省领导督查时提
出的具体问题，公司除继续强化废气、废水、
废渣达标排放外，还投资700余万元，在厂区
两个原料堆放场， 建起1050米长的玻璃纤维
挡板墙， 并配套安装了自动喷淋系统，5月28
日已投入使用。 冷水江市锑都居委会居民罗
世山，家距堆放场仅30余米。他告诉记者，以
前装卸原料时粉尘漫天，就像下雪一样，噪音
也很大，家里总是蒙上厚厚一层灰，挡板墙建
成后，噪音和粉尘明显减少。

锡矿山是省领导在娄底进行环保督查的
另一重点地区。 冷水江市环保局污环股股长
代枝兴介绍，通过近年来的涉锑企业整治，冷
水江已将原有200余家涉锑民营企业整合成8
家，并配套上马了一系列水、气、渣处理设备。
据了解，因鼓风炉工艺存在技术缺陷，目前锡
矿山地区的锑品企业全处于停产整顿状态。
志荣锑业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吴煜伟说:“停
产整治对企业发展有一定影响， 但从长远来
看，可确保企业持续发展，企业将严格按照督
查要求整改到位。”

记者了解到，锡矿山地区历史遗留的砷
渣处理，也正在有序进行中。负责该项目的
锑都环保公司副总经理郭翔鹏介绍，照此进
度，再过6年，将有望将历史遗留砷渣全部消
化。

位于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湖南柳化
桂成化工有限公司， 目前已经停产， 等待搬
迁。该公司安环部部长周清华告诉记者，虽然
已经停产，但公司还是专门留了200人继续上
班，主要是进行安全、环保处置。他表示，公司
坚决落实省领导督查时的指示， 要确保停产
期间的废水、废渣不发生环境污染行为。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郑旋 张颐佳
李双妍 ）今天，2017（第九届）中国物流信
息化大会在长沙举行。大会以“创新驱动物
流产业智慧升级”为主题，来自物流行业的
大咖们将共同探讨互联网经济下， 新技术
深度融合的物流业务新模式和跨界融合
新业态。

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长沙市人
民政府主办的此次大会， 分为全体大会及
国家交通物流中心建设研讨会、 无车承运
人专题论坛、 新技术驱动物流服务模式创
新等9个专题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物流及
相关企业管理者，行业协会、院校、咨询、培

训机构及研究机构的专家， 政府物流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等千余人参加。

长沙是全国17个区域性物流节点城
市之一，长沙金霞经开区是全省唯一“水陆
空铁管”五元一体的园区。大会上，金霞经
开区推进“金霞物流谷”建设的经验受到重
点推介。去年以来，金霞经开区着力完善五
元一体的枢纽体系建设，物流与制造业、商
贸业不断融合，涌现出香江集团、传化集团
等物流领军企业。未来，长沙新港三期、火
车新北站、 航空货运包机等将陆续建成并
投入使用， 将为长沙建设成为国家交通物
流中心添砖加瓦。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周恒逸 万代）入夏以来，随着气温节节攀升，
我省多地用电负荷不断增长， 电网即将进入
迎峰度夏阶段。 记者今天从国网湖南电科院
获悉，截至6月14日，该院历时23天，圆满完成
了省内14家地市级供电公司、108个县级供电
单位的配网设备状态精益化集中评价工作，

全面诊断在运设备健康水平， 把脉电网运行
风险和隐患。

近年来，伴随我省经济迅速发展，用户对
高可靠电力供应的需求与电网设备定期维护
检修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 传统模式下的定
期检修往往易造成不必要的停电。2013年7
月， 我省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了电网设备状

态检修工作，根据设备状态信息，动态开展设
备维护，有力提升了检修效率，减少了电网停
电时间。截至目前，我省电网已全面实现状态
检修百分之百覆盖， 电力企业年度停电检修
时间较定期检修时期大幅下降。

本次评审过程中， 省电科院共对全省14个
地市级供电公司、108个县级供电单位所辖的
1613条频繁跳闸和投诉线路、21万余个设备单
元评价结果进行了复核， 审查年度检修计划达
18990条，梳理迎峰度夏期间存在重过载风险的
配电变压器11056台，并逐一制订了整改方案。

立行立改去沉疴
———省领导督查市州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纪实(下)

第九届中国物流信息化大会长沙举行
“金霞物流谷”建设经验受推介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郭健 廖蔚佳 杨杏 ）“这里是世
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共计154
层，高达828米，其中第151层为公开发售
的最高楼层， 我们湖南醴陵新亚瓷业有
限公司携手迪拜雅思匹克公司于此打造
‘151国际品牌文化中心’，着力推动醴陵
陶瓷借助‘一带一路’扬帆出海。”近日，
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前来对接考察时，
既是新亚公司也是“151国际品牌文化中
心” 的董事长刘娅表示，7月起将举办为
期4个月的中国醴陵陶瓷大师现场艺术
创作展示活动，让醴瓷魅力绽放“丝路”、
光耀全球。

醴陵市为激励瓷业界勇闯“一带一
路”，于今年初出台了促进陶瓷产业发展
的“十条政策”，从引进和培育专业人才、
鼓励企业创新升级、 培育发展龙头骨干
企业、着力夯实产业链条、加强品牌建设
和宣传等10个方面， 大力推进陶瓷智能

化、集团化、国际化和品牌化发展，“151
国际品牌文化中心” 自觉挑起了领跑的
大梁，在“一带一路”上搭起了醴陵人的
追梦之桥。

据了解，醴陵市遵循“达到即奖”承诺，
今年前几个月已兑现“陶瓷十条”奖励或补
助累计145万多元。与此同时，该市再发大
力， 创建国家级出口日用陶瓷电瓷质量安
全示范区，加速“醴陵陶瓷”试点建成全国
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目前，全市陶瓷企业发
展到650余家， 其中规模以上达192家，产
品涵盖5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销往全球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预计今年总产值可
突破700亿元。

据介绍，今年前5个月，该市日用陶瓷
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9435万
美元，同比增长18%。同时，在不久前落幕
的第121届广交会上， 全市54家日用陶瓷
企业实际成交7256万美元，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订单增幅超过20%。

醴陵陶瓷借助“一带一路”扬帆出海
前5个月日用陶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近1亿美元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彭雅惠）今天，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发布消息， 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公布了第
六批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管理AA级企业
名单，我省有10家企业上榜。

“出入境检验检疫信用管理AA级企
业” 是质检总局授予中国进出口企业信用
管理的最高评级。 此次新增的10家AA级
湘企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
部件（长沙）有限公司、蓝思科技（长沙）有
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一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泰嘉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湘丰茶业有限公司、长沙市伟迅
餐具有限公司。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目前，我
省检验检疫信用管理AA级企业已有32
家， 其数量不断增加将有力促进我省外贸
健康发展， 带动进出口湘企提升整体质量

安全水平和信用水平， 使全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稳步推进。

据了解， 检验检疫信用管理AA级申
报参评企业起点要求较高， 必须满足已
适用信用A级管理1年以上； 上年报检差
错率1%以下；连续3年内未发生进出口货
物质量安全问题、质量索赔和争议；在商
务、人民银行、海关、税务等相关部门1年
内没有失信或违法违规记录等诸多条
件。

与此相应， 获此评级的企业可享受
更多进出口便利，主要包括在享受A级企
业优惠措施的基础上， 降低口岸查验比
例，优先安排注册、备案、进出口货物报
检、检验检疫和签证放行，优先办理“通
报通检通放”， 优先推荐申报出口免验，
优先试点检验检疫便利化措施及政策扶
持等。

我省新增10家
信用管理AA级进出口企业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进入2017年，我省“行路人”减少，“道上
货”增多。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5
月， 湖南完成客运5.08亿人次， 同比下降
3.0%； 完成货运量8.41亿吨， 同比增长
6.6%，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我省客运“淡”主要受公路
客运下降拖累。前五个月，全省铁路、航空
客运量均实现高速增长， 同比增幅分别达
到13.2%、14.2%； 水路客运量保持稳定增
长，同比增幅为5.2%。这三类运输方式共
发送旅客约6300万人次。公路完成客运量

4.45亿人次，同比下降4.9%。
同期，货运旺也主要由公路货运支撑。

1至5月， 全省公路累计完成货运量7.34亿
吨，同比增长7.5%；货物周转量1112.55亿
吨公里，同比增长7.6%。货运量和周转量
增幅均比上年同期提高约3个百分点。水
路货运量同比小幅增长2.4%，增量较一季
度有所下滑， 但货物周转量降幅由一季度
下降12%大力收窄至下降6.5%， 表明水路
长途货运呈现好转迹象。 铁路货运量则不
容乐观，同比下降3.6%，货物周转量增幅
也逐月减小。

前五月全省客运淡货运旺
累计发送旅客超5亿人次，同比下降3%；运送货物逾8亿吨，同比增长6.6%

配网设备“体检” 备战迎峰度夏

我省完成电网配网设备状态集中评审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通讯员 樊海英
记者 周月桂 ）2017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
暨芦淞服饰节（简称服博会）将于9月21日
至24日在株洲汇美国际展贸中心举行，将
打造湖南服饰行业交流交易、 实效对接的
全产业链立体平台。服博会组委会14日在
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 本届服博会由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流通分会、湖南省商务厅、株洲市政
府主办，规划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目标
专业观众5000人次。展会期间还将举办首
届服饰业湘商大会、中国(湖南)服饰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暨项目推介会、“新芦淞杯”
服装设计大赛等一系列论坛项目和对接
活动， 让全国客商与湖南服饰产业深入开
展对接交流。

2017湖南服博会9月株洲举行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刘卫平）今天上午，60辆小霸王拖
挂旅居小房车， 从常德市车霸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装车运往上海， 再转运台湾高雄一
家房车俱乐部。

据了解， 常德市车霸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是由广州卡秀汽车实业投资控股的，
2015年入驻西湖管理区工业园，主要从事
民用及商用房车改装生产，主营房车、商务

车、拖挂车、军警用车、医用车以及客车等6
大系列近100种产品， 同时生产汽车后装
市场配套产品。这次，该公司拖挂旅居小房
车正式出产并销往台湾， 填补了我省拖挂
小房车生产空白。

据了解，目前，常德市车霸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拖挂小房车已接到订单577
辆。公司正抓紧研发3款新品房车，今年下
半年将在上海房车展中亮相。

常德60辆拖挂小房车销往台湾
产品填补省内空白

� � � � 6月15日下午,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飞机维修实训中心，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和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专业2017届毕业生们将自己的恩师请
回实训课堂，为恩师们敬上一杯热茶，表达对恩师数年谆谆教导的感激之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婧妮 摄影报道

感恩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