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画家下基层送文化
7月30日，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胡立伟（右一）随公安部消防局文化慰问小组，走

进株洲市消防支队，挥毫泼墨，为消防官兵送上节日祝福。 谢云 摄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湖南省反馈督察情况
� � � � � �荨荨（上接1版）

湖南省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严
查严处群众投诉环境案件并向社会公开。截
至6月底，督察组交办的4583件群众举报环境
问题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4024家，立案处罚
1203起，罚款6351.1万元；立案侦查133起，拘
留174人；约谈1382人，问责1359人。

督察指出，2013年以来，湖南省环境保护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依
然突出，一些领域和区域环境问题频发，形势
依然严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环境保护推进落实不够有力。 督察
中不少领导同志反映， 湖南省一些地区和部
门抓环境保护工作紧一阵松一阵， 抓一件算
一件，既未形成自觉行动，也缺乏统筹谋划；
一些领导愿意做有利于当前、看得见的事情，
不愿做有利于长远、打基础的事情，抓环境治
理不像抓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那样全力以
赴。有的领导同志反映，湖南是“有色金属之
乡”和“鱼米之乡”，但由于开发过度、保护不
力，这两个“乡”恰恰成为环境问题的重点和
难点，成为民心之痛。

保护为发展让路的情况时有发生。 湖南
省重金属污染问题突出， 但全省有色金属产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仍然侧重于产能扩张，
对重金属污染防控没有提出严格要求。 国务
院明确2015年6月底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
全面清理、 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
策”。但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不愿
清理“土政策”，甚至还出台新的“土政策”。
2013年永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发文，要求实施
涉企首违免罚制、涉企轻微违法行为整改制、
下限处罚制。2014年株洲荷塘区委、区政府制
定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 限制环保等部门

执法检查，并要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重
在促进整改，原则上首次不予处罚”。

对大型企业环境问题不敢管、不愿管。湖南
省有色金属采选、冶炼企业大部分为中国五矿集
团下属企业。2013年以来，这些企业累计有数十
起环境违法行为没有依法查处，使得企业“店大
欺客”，对自身环境问题不重视、不整改，长期违
法违规。湖南有色衡东氟化学有限公司多次偷排
工业废水，屡禁不止；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多家冶炼企业清污分流不彻底、跑冒滴
漏严重，废水外渗直排污染环境。

有些地方在处理群众环境举报时， 不是
想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而是想办法压制群众
意见，导致一些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工作十分
被动。 衡阳市金龙矿业环境污染问题被群众
举报长达17年， 督察进驻期间收到相关举报
10余次，但有关地方督察整改仍然避重就轻，
没有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尾矿库渗漏污染问
题。邵阳合山养殖场治污设施简陋，2014年投
产以来群众投诉不断。 邵阳县政府多次协调
处理，并以县政府会议纪要明确整改要求，但
只说不干，治污工作长期不予落实，最终激化
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是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多见。省水利厅
组织编制的湖南省湘资沅澧干流及洞庭湖河
道采砂规划（2012-2016年），未依法将自然
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纳入禁采区， 并于
2012年至2015年陆续组织审批岳阳市、 常德
市5个洞庭湖区砂石开采权出让方案，大大超
出规划许可范围。

省国土资源厅2013年以来违规设置自然

保护区内探矿权46宗， 违规发放自然保护区
内采矿权29宗。2012年11月颁布的湖南省长
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明确要求
省国土资源厅应组织对绿心地区设立的采矿
权予以清理， 但截至督察时清理工作没有取
得实质进展。

湘潭市环境问题较多， 但党委政府很少
研究部署环保工作。 湘潭碱业公司是当地龙
头企业，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长期超标
排放。为让企业通过环保备案，湘潭及湘乡两
级政府于2016年12月分别出具备案申报文
件，均写明“通过多年在线监控运行及各级环
境保护监测站监督性监测表明， 污染物能够
实现达标排放”，弄虚作假。湖南新新线缆公
司未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存在废气扰民
等问题，市环保局2015年12月对其立案调查，
但湘潭市高新区管委会建议免除对该企业的
处罚，市环保局违规予以同意。

长沙市综合枢纽工程应在蓄水前将岳麓
污水处理厂每天30万吨的尾水排口移至坝址
以下，并完成长沙铬盐厂污染土地修复工程。
但长沙市直到2017年初蓄水近5年后，才动工
建设尾水排口迁移工程。 市政府承诺于2014
年底前完成的长沙铬盐厂土地修复工程至今
尚未立项，环境隐患突出。

郴州市政府2015年6月、8月两次以会议
纪要形式要求市环保局对已立案案件暂不处
罚、暂缓执行或暂不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违规
干预环境执法。 郴州东江湖是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 但2014年一级保护区违规建成98栋木
质别墅，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不仅不依法处

置，反而为其违规补办手续。
三是洞庭湖区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与

2013年相比，2016年洞庭湖Ⅲ类水质断面比
例从36.4%下降为0， 出口断面总磷浓度升幅
97.9%，形势不容乐观。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采砂问
题突出，采砂作业不断蚕食侵占湿地洲滩，越
冬雁类重要栖息地雁子洲已被挖除约4000
亩。2016年8月至9月，岳阳市灏东砂石公司非
法侵入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侵占保
护区核心区160亩。洞庭湖后湖是我国一级保
护动物野生麋鹿的繁殖基地，也是黑鹳、白鹳
等5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重要栖息地。2015
年岳阳市君山公园水上开发中心将后湖大面
积水域外包，部分水域用于干湖捕捞，造成生
态严重破坏。 采桑湖是东洞庭湖越冬候鸟重
要栖息地，2013年被当地政府租赁给经营户
种藕养蟹，候鸟越冬期间，承包方大面积挖藕
作业，严重影响候鸟栖息觅食，生态环境至今
仍未得到修复。

益阳大通湖水面82.7平方公里， 是洞庭湖
区最大的内湖，2012年申报为国家良好湖泊，并
得到中央财政支持。 但益阳市对大通湖天泓渔
业公司围网养殖监管不力，企业大量投放饲料、
肥料，造成水质从2013年Ⅲ类下降为2016年劣
Ⅴ类。 常德珊珀湖2013年确定为饮用水备用水
源地，但相应管理不到位，一些养殖企业持续投
肥养殖，导致湖水水质长期为劣Ⅴ类。华容河是
洞庭湖一级支流，受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畜禽
养殖污染影响， 河流入湖六门闸断面水质从
2015年Ⅲ类恶化为2016年Ⅳ类。

四是一些突出环境风险长期得不到解
决。作为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湖南
省陆续获得国家大量资金支持。 但一些治理
项目效果不明显，部分项目进展滞后，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全省涉重金属的“散乱污”企业
较多，工艺落后，设备简陋，环境污染和风险
不容忽视。 郴州永兴县金银及稀贵金属产业
整合升级进展缓慢， 部分企业不符合产业政
策，生产时污染严重。

自然保护区管理不到位。 湖南张家界大
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仍有非法采砂项目29
个，水电项目67个，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大鲵的天然出苗点较保护区成立之初大幅减
少。 岳阳市黄盖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网箱数
量多达6800个，围栏面积超过9000亩，网箱
养殖和非法捕捞问题突出。

督察要求， 湖南省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切
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着力解决环保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深
化重金属污染防治， 高度重视群众身边的环
境问题，全面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要强化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依法依规严肃
责任追究，对于督察中发现的问题，要责成有
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有关
规定严肃问责。

督察强调，湖南省应根据《环境保护督察
方案（试行）》和督察反馈意见要求，抓紧研究
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问题进行了梳理， 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给湖
南省委、省政府。

江麓战车
亮相建军90周年阅兵式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左国
新 王慧崎）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
年阅兵式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 在接受检
阅的600余台（套）装备中，有一款空降兵方阵的受阅
装备， 来自地处湘潭的中国兵器江麓机电集团有限
公司，是地道的“湘潭制造”。这是江麓人的骄傲，也是
湘潭、湖南的骄傲。

这款江麓制造的轻型履带式特种战车， 是我国第
一代空降战车，体积小、重量轻，同时配备强大的火力
系统， 也是我国唯一可以利用重型伞降系统实施空投
的特种装备。它具有对敌坦克、装甲车、防御系统、有生
力量和低空飞机等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 是推动我国
空降兵向“全机械化”转型的标志性装备。它的列装，使
我国空降兵敌后纵深突击和火力打击能力跃升至世界
领先水平。

据悉，这款装备曾参加国庆60周年、纪念抗战胜
利70周年大阅兵和多次重大军事活动。2015年、2016
年，这款装备两度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均取
得好成绩。

7月30日上午， 江麓集团组织部分干部职工集体收
看了阅兵式。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刚利激动地表示，
江麓集团全体干部员工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下，忠诚履行“爱国、姓军、为战、促胜”的核
心使命，为国防装备事业发展再作新贡献。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在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太平头村，有
位老红军自办了红军纪念馆，吸引各地游
客慕名而来。“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
人送上前……”7月31日，记者走进这个纪
念馆，听见有人在唱《游击队歌》。

唱歌的就是97岁的老红军胡照。
虽然年近百岁，但穿上军装、戴上八角帽，
胡照依旧精神抖擞。 胡照1920年8月出生
在太平头村一个农民家庭。 1935年，一支
游击队从当时的郴县锁狮坪村经过，胡照
跟着他们就走。 1940年3月，他加入中国
共产党。

“我一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先后负伤5
次，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 ”胡照说，他
于1955年1月转业到浙江工作， 一年后调

回家乡工作。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当

地政府支持下，胡照和家人拿出6万多元，
将老家的房子改建成红军纪念馆。

胡照所建的红军纪念馆展厅面积约
100平方米，设12个展柜，里面陈列着胡
照所获勋章、荣誉证书、缴获的战利品、教
育读本以及战士们的合影等。在大厅墙壁
上，悬挂着多幅胡老书写的字画，其中一
幅写着：“自幼参军处战时，连年苦战总不
息。峥嵘岁月匆匆过，南征北战匆匆驰。为
国效劳多慷慨，艰苦奋斗一辈子。 壮志已
酬容颜老，粗茶淡饭书画诗。 ”

“这个纪念馆每月接待来参观的人员
多时有上万人次，少时也有三四千人次。 ”
胡照的儿子胡智亮告诉记者，父亲一生坚
持共产党人的作风———吃苦耐劳、艰苦朴
素，这种精神值得代代相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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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连日来，怀化市政府把一批慰问物资运送
到了怀化舰所在军港；长沙、衡阳等地的志愿
者，走进连队、深入哨所，向“最可爱的人”送上
节目和祝福； 株洲市政府为部队提供“营养
奶”、“慰问蛋”、“开心果”的“蛋奶果工程”，至
今已走过了20个年头，成为军地传颂的佳话。

红色沃土湖南，处处涌动着军爱民、民拥
军的暖流，谱写出新时期军政军民鱼水情深的
壮丽凯歌。

瞄准 实 战 所 需 ，军 地 协 同
创新，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越是发展经济，越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
国防力量， 着力服务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
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高度重视党管武装，要
求全省认真抓实强军兴武各项工作。 2016年，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又专门制定《关于支持国
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积极支持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

全省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设立了双拥
机构， 形成党政军领导牵头、 职能部门各司其
职、各行各业共同参与的双拥组织体系。省双拥
办牵头指导，省科技厅从本级预算中设立2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军地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其
他双拥工作成员单位集合资金， 解决了机场搬
迁工程等一批发展瓶颈问题。

据统计， 近年来我省先后投入10多亿元，
援建了20多个部队营院和训练中心（基地）。 大
力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陆续投入1亿多元支
持国防动员体系升级改造， 目前全省各县市区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基本实现“部库合一”。

加强文化建设，增强双拥感染力。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组织军民联欢活动、双拥主题晚会等

1000多场次，反映双拥题材的影视、书画、文艺
作品等文化佳作2000余件，直接受教育者超过
3000万人次，营造出浓厚的激励熏陶氛围。 怀
化市与驻军建立了“军民共保军事设施”、“双拥
自然保护区”、“拥军路”、“拥军桥”等，受到国家
安全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表彰。

情暖兵心，关爱功臣，以实际
行动解后顾之忧

走边防，连基层，暖兵心。 近年来，每逢春节、
八一建军节等节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要
亲自率队， 走访慰问团以下驻军部队和基层连
队，赠送慰问金和慰问品。

2014至2015年，由省双拥办牵头，省直有
关部门共同参与，分别对西藏、新疆艰苦地区
部队和福建、海南、广东、南海舰队等海防部
队，广西、云南、黑龙江、内蒙古边防共80余支
基层连队进行走访慰问。 活动结束后，湘籍官
兵纷纷通过短信和表扬信，向省委、省政府和
省双拥办表示感谢，抒发戍边卫国万丈豪情。

“军地结对”，“双带双促”。省军区机关连续26
年同桑植老区结对扶贫； 国防科大同20所中小学
校和高等院校结成对子，军训学生6万余人次。 如
今，全省军地结对共建点达4000多个，实现“结一
对、带一片、促一方”效果，厚植了军政军民大团结
的基础。

兵员大省湖南也是退役军人大省、优抚大
省，为了更好地发挥各类退役军人作用，促进
就业创业， 2010年以来， 我省从常德开始继
而全省铺开，在退役军人中开展“带头建设家
乡、促进经济发展，带头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
谐”活动，将“退役军人之家”建设融入到“美丽
乡村”、“完美社区”建设，至今建立“退役军人
之家”或“双拥工作联络站”近2000个，发展了
经济，促进了就业，增进了和谐。

爱心送功臣，真情满人间。 对重点优抚对
象，建立“资助参保参合、门诊医疗补助、住院
医疗补助、特别医疗补助、慈善医疗补助”“五
位一体”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 优抚安置军休

补助资金逐年增多，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
准逐年提高，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邵阳市还从2014年起，开展“关心关爱功臣
短期疗养”活动，每期10天，组织优抚对象参观红
色革命纪念地、重温当年火热情怀。 至今，已有
6000多名优抚对象参加了疗养， 他们回去当起
了政策义务宣讲员。

感人最是“迷彩绿”，把群众当
亲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驻湘
部队、武警消防官兵始终把驻地当家乡，把人
民群众当亲人。

今年夏天， 面对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灾害，
驻湘部队、武警官兵、公安消防、民兵预备役人
员疾速挺进，全力救援；危急时刻，勇担重责，

“迷彩绿”所到之处，写就诸多拼搏的感动与生
命的奇迹。

7月5日凌晨，益阳市资阳区民主垸沙头镇
永民村资江大堤接连发生3处管涌险情，武警湖
南总队直属支队官兵紧急驰援， 投填数千个沙
袋，管涌处仍在不停渗水。“共产党员跟我上！ ”
关键时刻，政委谢四平一声大喊，第一个跳入齐
腰深的浑水里，官兵们士气大振，激战6小时，成
功处置管涌险情，避免了溃堤灾难发生。

长沙市望城区人武部官兵在八曲河湍急
洪流中，冒着瓢泼大雨，用冲锋舟来来回回数
十趟， 把230余名遇险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政工科长段石虎在冲锋舟被洪水冲翻扣在水
下的情况下， 仍然拼尽全力把3名群众推出舟
外，累到虚脱。

驻湘部队、武警消防官兵还积极支持地方
重点项目建设。 目前，国防科大与我省共建的
军民融合（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研究正加快应
用转化和产业园区选址建设。 省军区从2009
年开始牵头协调驻湘部队开展“我助老区奔小
康2211工程”活动，第一期累计投入资金2000
余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000名，帮助25个贫困
村脱贫致富，目前第二轮帮扶进展顺利。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熊杰 周仁） 八一前夕， 陆军第
74集团军某旅干部陈锋收到法律援助律
师送来的法院判决书以及案件满意度测
评表。 “法律援助律师业务能力强， 服
务态度好， 办案效果好。” 手握判决书的
陈锋欣喜地告诉记者。

2016年9月3日， 正在外训场组训的
陈锋听到家乡传来一个噩耗， 其父驾驶
摩托车载着其子在家乡湖南益阳被一辆
小车撞伤， 其父颅内出血， 肋骨大量骨
折， 其子全身重度烧伤。 交警认定肇事
车辆负主要责任。 但肇事方在支付1.8万
元后就以各种理由推脱支付医疗费， 让
身处千里之外军营的陈锋心急如焚。

2016年12月， 驻湘部队唯一的军事
法院———长沙军事法院接到陈锋所在部
队维权函后， 迅速启动涉军维权工作机
制， 为军属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 协调

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指定经验丰富的律
师为其进行法律援助。 在承办律师努力
下， 肇事方先期支付医药费12万余元，
缓解伤者治疗的燃眉之急。 赫山区法院
于近日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肇事方
赔偿伤者医药费、 后续治疗费、 残疾赔
偿金等共计33.7万元。

据悉， 为适应国家司法责任制改革
形势， 长沙军事法院从涉军维权工作经
费中列支专项费用， 对全省范围内涉军
法律援助案件根据办案质量进行专项补
贴， 既可增强法律援助律师内在动力，
提高维权质量， 又可避免以往维权工作
中行政干预司法的问题， 确保审判独立。

湖南省委省政府对这种依靠法律手
段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新模式给予
高度肯定， 相关职能部门正抓紧起草
《湖南省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
法》， 对这种做法进行规范和推广。

军民鱼水情更深
———湖南双拥工作综述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欧阳金雨

近日，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株洲市
文联主办的“张雄文长篇报告文学《多是
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 研讨会”
在长沙举行，粟裕大将为建立新中国竭忠
尽智、枕戈待旦的光辉事迹再次为人们所
热议。

“一年三百六十日 ， 多是横戈马上
行”。 《野战主将粟裕》一书带领读者重温
了粟裕大将一生戎马创造的诸多战争奇
迹。战苏中、取宿北、围鲁南、夺莱芜、攻孟
良崮、斗南麻临朐；逐鹿豫东、鏖兵济南、
决战淮海、驰骋大江之南……藉由作家本
人对军人发自内心的崇仰，读者从力透纸
背的叙述中，真切地感受到钢铁的体温和
枪炮的呼吸，无人不为粟裕大将的赫赫战
功而热血沸腾。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这个“靠
山”正体现在人们在精神层面上对军人的
理解与尊重。众多以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与仁人志士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
作品中对军人的赞颂，已经逐步营造出尊
崇军人的文化氛围，为公众提供着历久弥
新的精神动力。

当然远不止文学作品。 7月30日，一场
气壮山河的朱日和阅兵像磁铁般吸住了
电视机前观众的目光，全球10多亿网民亦
通过互联网“指尖大阅兵”，微博掀起深刻
缅怀、珍惜当下的热议。 电影院里，《建军
大业》《战狼2》口碑爆棚，票房屡创新高。
微信朋友圈里，“我的军装照”被无数人刷
屏。 “八一”前后，从网络空间到现实生活，
公众对人民军队的尊崇之情日趋升温。

其实，社会对军人的崇仰，又岂止在
“八一”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国家对军人的
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有严格的法律保障，
军人是令人艳羡的职业。 “人民子弟兵”
“最可爱的人”“钢铁长城” ……不同时期
的称呼，凝结着群众对军人的亲近崇拜之
情。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中国军人在
替我们负重前行”， 更表明着人民军队一
直受到群众的认可和尊重。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7月
30日，习主席在朱日和训练基地检阅部队
时如是强调。 从练兵场到阅兵场，金戈铁
马，利剑出鞘，这是军人的汇报，也是军队
的宣示。 当尊崇军人成为全民族的脉动，
中国军人从内心深处迸发的维护国泰民
安的力量，将永远无法阻挡。

湖南对涉军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专项补贴
为军人军属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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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崇仰军人成为社会脉动
三湘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