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蔡贤俊）10月26日， 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三汊矶（湘江西岸）的原长沙铬盐厂，土
壤修复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厂区内含铬地表
水、雨水被收集到新建成的污水处理站进行
无害化处理；钻探机在布好的点位上对污染
土壤逐一采样，通过分析摸清“病情”，为下
一步综合治理做好准备。

原长沙铬盐厂建于1974年，占地面积约
170亩， 是当时全国铬盐行业生产规模排名
第二的国有企业。 因环境污染问题2003年
12月被市政府关闭，2005年开始进行治理。

今年7月底，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
指出， 长沙铬盐厂土地修复工程久未启动，
环境隐患突出。

7月，按照长沙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湘江新区全面接管铬盐厂污染治理和修复工
程。 湘江新区管委会迅速组建长沙铬污染物
治理公司， 在原有工作基础上， 紧扣任务目
标，继续深入推进各项治理。8月18日，原长沙
铬盐厂污染整体治理项目获得立项批复。10月
20日，总投资867.8万元的污水处理站通过验
收并投入运行，日处理量2000吨。

“厂区内含铬地表水、雨水以及原来的

铬渣坑里的废水， 都被抽到污水处理站，经
过调酸、还原、中和、絮凝等多道工序，水质
达到一级B标准， 再送到岳麓污水处理厂处
理。 ”铬污染物治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卫
斌介绍， 产生的污泥经板框脱水机压滤后，
变为含水率60%以下的泥饼再交由危废处
理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王卫斌介绍，按计划，11月底前，完成
污染场地重污染部分的安全处置；土壤情
况全部摸清后，年底前编制完成综合治理
技术方案；2021年底前， 完成所有治理任
务，这里将变身为市民休闲场所。

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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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整改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曹娴）针对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指出问题，省环保厅进
行专项部署，宁乡县等5个县市区认真整改，
目前已按要求整改到位。

2014年8月，省人大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中，发现宁乡县、株洲市石峰区、醴陵市、桃
江县、 冷水江市等5个县市区存在大气污染
防治措施不力、效果不佳等问题。今年7月31
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反馈督察意
见指出，这5个县市区相关整改措施不力。

经了解，2014年11月26日，省领导曾集
体约谈5县市区主要领导。 近年来，5县市区

针对集体约谈要求和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
意见，采取了多项整改措施。

强化组织领导。宁乡县、株洲市石峰区、
冷水江市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株洲市石
峰区下设以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的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醴陵市、桃江县成立了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5县市区均制定出台了
大气污染防治的专门方案。

强化督查考核。株洲市石峰区将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范畴； 宁乡县、桃
江县加大了部门绩效考核环境保护工作权
重；冷水江市将涉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任务

进行分解，并签订责任状。
目前， 这5个县市区的各项问题已整改

完毕。 比如，2014年11月，宁乡县对包括县
第二水泥厂在内的11家立窑水泥全部关闭
到位并拆除了主要生产设备；2016年2月，全
县包括碎（采）石场在内的73家非煤矿山全
部停产， 达不到验收标准的一律不得复产。
株洲市石峰区荷花水泥厂已关闭停产，今年
纳入土地收储对象，预计年底该厂将全部拆
除到位。冷水江市对金富源碱业公司超标排
放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并罚款到位，该公
司将于今年10月底完成整改。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陈淦璋）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的三季度全省金
融运行情况显示：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增
速处于高位运行，但呈逐步下滑趋势。至9月
末，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同比增长32.6%，
比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但比上月下降
1.4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7个月下滑。

今年初以来，长沙楼市出现了销售火爆
的态势，各地市房价也有所上涨。 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今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岳阳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9月份环比上涨0.6%， 同比去年上涨
9.2%， 该市已经出现了单价破万元的楼盘。
而今年4月，常德溢价最高地块诞生，楼面地

价达到每平方米4188元，或将推高该市整体
房价。 由此，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增速处于高
位运行。 据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数
据，今年前三季度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新
增984.1亿元，同比多增221.1亿元。

随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日渐明确，各地调控不断加码。 长
沙“9·23”楼市新政效果初显，通过限价限
售， 使投资属性的客户慢慢淡出市场；岳
阳于本月中旬出台“取得不动产证书满
5年方可上市交易”“公积金停发第三套或
第三次贷款”等调控政策。 业内人士预测，
随着供需矛盾缓解、市场心态变化，预计
四季度房贷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欧阳武力）今天，记者从2017中国
（湖南） 红色旅游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17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将于
11月10日在汝城县沙洲村开幕。 节会期
间，不仅有“半条被子”大型雕像揭幕仪
式，还有《半条被子的温暖》特色主题展演
和学术研讨会，以及“千车万人红色汝城
扶贫行”等系列活动。

“今年，我们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
地沙洲村举办红色旅游文化节，就是要以
节会活动为载体，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 ”省旅发委副主任郭固权表示，汝

城以活动为契机，加快沙洲村及周边通景
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红军长征纪念
公园、沙洲红色教育基地等，沙洲红色旅
游景区将在节会期间精彩亮相。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已连续
举办14届， 是全国红色旅游的重要品牌，
本次节会的主题为“伟人故里，半条被子，
温暖中国”，由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
郴州市委、郴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新闻发布会上，还启动了《半条被子》
微电影首映仪式以及2017中国（湖南）红
色旅游文化节主题口号、标识发布仪式。

“伟人故里，半条被子，温暖中国”
2017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
11月10日汝城开幕

全省房贷增速已连续7个月下滑原长沙铬盐厂土壤修复项目有序推进
污水处理站投入运行，4年后变身市民休闲场所

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省环保厅督促5县市区完成环保督察整改

巡回文艺演出 宣传十九大精神
10月26日晚，嘉禾县“宣传十九大精神”巡回文艺演出在县体育馆举行。 连日来，该县老年艺

术团、花灯剧团等20多个城乡文艺团队及时编排节目，通过歌舞、合唱、诗朗诵、快板、民歌、书画、
摄影等多种文艺形式，深入城乡巡回演出，广泛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黄春涛 摄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陈慧） 产业园区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前三季度，
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简称
为“全省园区”） 实现技工贸总
收入33249.56亿元， 达到历史同
期最高值， 同比增长17.7%， 比
上年同期加快4.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 全省园区技工贸
收入大幅增长， 得益于园区体量

稳步增大和效益较快增高。
前三季度， 全省园区规划面

积2354.06平方公里， 累计已开
发面积1026.31平方公里， 同比
增长4.7%； 拥有各类企业43892
个， 同比增加8182个； 期末从
业人数327.46万人， 同比增加约
35万人。 实现利润1252.05亿元，
同比增长22%。

园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
前三季度， 全省园区高新技术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8.3% ， 达 到 13954.96 亿 元 ，
其中， 约四成来自22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
企业期末从业人数占比37.3%；
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支出增
长超过两成， 同比加快5.8个百
分点。

强劲发展引来境内外投资涌
入。 前三季度， 全省园区实际到
位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3.26亿美

元， 同比增长35.5%， 占全省实
际到位外资总额的48.6%； 实际
到位省外境内资金1385.55亿元，
同比增长25.9%， 占全省总额的
36.2%。

受投资驱动， 今年以来全省
园区共新开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5711个，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9.2%， 同比加快6.3个百
分点， 为今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前三季度全省园区技工贸收入逾3万亿元
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值，同比增长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