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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对外公开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

2017年4月24日至5月24日，中
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
了为期 1个月的环境保护督察，
2017年7月31日向我省反馈督察意
见。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省委书记杜家毫指出，坚定不
移地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驰而
不息地抓好污染治理， 是各级党
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政治责任；
省长许达哲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
部要进一步强化新发展理念和生态
环保意识， 坚决抓好反馈问题整改
和反馈意见的落实工作。省委、省政
府成立了省委书记杜家毫任组长、
省长许达哲和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任
副组长的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 全面加强对督察整改工
作的统筹领导， 先后十余次召开会
议， 对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作出全面
部署、系统安排和协调推进，研究制
定了《湖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六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以下简称《整改方案》）。

《整改方案》明确要求，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重
要论述以及考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长江经
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工作方针，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
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坚定性，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坚决抓好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积极推进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 确保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决策部署在我省得到全面贯彻
落实， 加快推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建设。

《整改方案》明确了全面完成整
改任务、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不断完
善长效机制的工作目标，到2017年
底，全省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达到85%；14个市州城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达 到

81.5%。到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
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县级以
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
面达标； 全省地表水（国家考核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3.3%以上；
14个市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到82.9%以上； 全省森林覆盖
率稳定在59%以上， 湿地保护率达
到72%以上。

《整改方案》制定了6大类26个
方面的措施。 一是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政治责任。
提升思想认识，坚决扭转“重开发、
轻治理，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偏
差，坚定不移推进“生态强省”发展
战略； 压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责任，层层传导责任和压力；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考评体系和考核
机制，强化考核结果在干部管理、考
核评价和选拔任用中的应用； 全面
清理违反环保法律法规“土政策”；
加大环保投入，加强执法保障，将全
省环保执法机构纳入政府行政执法
机构保障序列。二是坚持生态优先，
走绿色发展之路。 优化绿色空间布
局，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
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培育和形成一
批创新发展的新兴产业， 支撑转型
升级；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按照“基
本稳定水电、适度发展火电、加快气
化湖南、积极发展新能源”的思路，
推进能源结构升级； 强化污染源头
防控， 严格执行湖南省主体功能区
规划。三是打好“一湖四水”环境污
染治理攻坚战。 强力推进洞庭湖水
环境污染整治，制定《洞庭湖水环境
综合治理规划》，加快推进洞庭湖水
环境综合整治五大专项行动和十大
重点工程， 推动洞庭湖水质持续改
善； 深入推进不达标水体和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 全面完成黑臭水体治
理任务； 治理完善产业园区生产废
水、 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
水安全。 四是坚决抓好突出环境风
险问题整改。 强力推进重金属污染

治理，强化源头管控，巩固和深化重点
区域的整治成果， 加强重点行业环境
监管执法； 强化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监
督管理，逐步消除环境风险；强化自然
保护区监督管理，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大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加强燃
煤锅炉污染治理， 大力推进钢铁、水
泥、 有色金属行业污染深度治理和污
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 全面推进挥发
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狠抓扬
尘污染防治，严格规范餐饮油烟治理，
全面禁止秸秆、枯枝落叶、垃圾等废弃
物露天焚烧； 加强核与辐射能力建设
和核与辐射监管， 确保全省辐射环境
质量基本稳定。 五是严格环境监管执
法和推进省级环保督察。 加强重点行
业、 重点区域和重点工业污染源执法
检查，严肃查处超标排放、无证排污等
违法行为；加大环境违法惩处力度，严
格执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和环境
违法企业“黑名单”制度，发挥社会监
督和联合惩戒效力； 深入开展省级环
保督察，将督察结果纳入对地方党委、
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六是继续深
化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 深入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逐步建
立资江、沅江、澧水和洞庭湖生态补偿
制度；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执法监督
与责任追究机制， 加快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加快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 构建布局合理、 功能完
善，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辐射等
要素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全面
稳妥推进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

为保障整改工作顺利开展，《整改
方案》 明确了5个方面组织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省突出环境
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各市州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统筹领
导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省委、省政府领导挂帅，
对各市州和省直有关单位分
片督办， 对突出环境问题整
改， 由省领导牵头组织开展
专项整治。各市州、县市区建
立相应整改工作领导协调和

部门联动机制，形成整改合力。二是强
化责任落实。 推动各级各有关部门严
格按照本方案要求制定具体整改方
案，明确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党
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 将整改责
任分解到岗到人。 各市州和省直有关
部门整改方案报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作为整改
销号和调度考评依据。 三是强化整改
督办。建立整改工作调度督办机制，实
行一月一调度、一督办、一通报，两月
一推进， 三月一评议， 对整改推进不
力、整改工作落实不到位、进度明显滞
后、问题仍然突出的，视情采取曝光、
通报、约谈、问责、挂牌督办、区域限批
等措施。四是加强科技支撑。组织相关
科研单位、 高等院校及龙头企业对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污染治理
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 筛选一批实用
技术进行推广和运用， 为问题整改和
污染治理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五是加
强信息公开。 建立整改工作信息发布
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整改方案、整改
进度和整改成效，充分运用湖南日报、
湖南广播电视台、红网、省政府门户网
站等媒体， 及时跟踪报道整改工作中
的经验做法，曝光反面典型，形成促整
改、抓落实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 湖南省将进一步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重要论述
以及考察湖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
分利用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这一有利契
机， 按照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的
要求，着眼长效、健全机制，补齐湖南
生态建设短板， 持续改进和提升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筑牢“一湖三山四水”
生态屏障，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18日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龙小林 ）12月 18
日，桃江县武潭镇善溪河道治理现
场，数十名工人正在运石、清底、筑
堤，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正紧张
作业。据悉 ,善溪河道治理项目是
洞庭湖沟渠塘坝清淤增蓄专项行
动工程之一，总投资500多万元，长
度6公里， 竣工后将极大地改善两
岸人居环境，促进水域生态环境良
性发展。

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行
动启动以来， 桃江县投入9350万
元，清淤沟渠151条897公里，清淤
塘坝293口139万立方米。通过专项
整治行动， 该县改善灌溉面积1.26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0.71万亩；恢复
沟渠蓄水量203.38万立方米, 恢复
塘坝蓄水量81.85万立方米；治理范
围内灌溉保证率达到85%以上。目
前，各项目均在加紧推进，年前可
完成建设任务。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临湘黄盖湖生态建设
迎来“报喜鸟”
高峰期越冬候鸟逾4万只，有东方白鹳、小天鹅、
白琵鹭等8种国家二级以上保护鸟类

桃江投入近亿元
疏浚沟渠897公里

湖南日报12月1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3000只浑身
雪白的小天鹅时而嬉戏水面， 引吭
高歌，时而振翅低翔，遮天蔽日……
12月中下旬，随着越冬候鸟高峰期
的来临， 在临湘市黄盖湖杨花咀宽
阔的浅水滩涂， 观鸟爱好者总能在
下午或傍晚时分，一睹这群“远方来
客”的芳姿。有“朋”自远方来，无声
地诠释着这块土地生态环境正日
益得到修复与优化。

黄盖湖为湖南省第二大湖泊，
拥有水面13万亩，是东亚地区候鸟
迁徙路线的重要停歇和中转站。黄
盖湖流域纵横临湘境内1106平方
公里，涉及5个乡镇24万人口。该市
近3年来，累计融资百亿元，在黄盖
湖流域全线拉开生态环境整治大
决战。

坚决对河湖沿岸污染源说
“不”。 该市铁腕关停流域内小纸厂
等“十小”企业11家，取缔黏土砖厂
32家，退养畜禽养殖场122家，并责
令园区企业减排化学需氧量1433

吨、 氨氮246吨。 将9636亩围栏、
6800口网箱全部端掉，3069个“迷
魂阵”、23万根渔篙付之一炬。同时,
分批次帮扶111户捕捞渔民拖船上
岸，种田进厂；开展“清洁家园”行
动，投入专项资金8816万元，完善
河湖沿岸垃圾清运车辆、垃圾箱、垃
圾桶等环卫设施， 清理河湖塘库陈
年垃圾22.96万吨。

临湘市林业、水务、国土、环保
等部门3年来争取国家、 省级重点
项目26个，总金额87亿元，全部用
于黄盖湖流域生态环境整治修复。
累计修固堤防52公里，疏浚水系沟
渠 3000公里 ， 矿山复绿 12处共
15000亩，退耕还林50000亩。

春华秋实， 黄盖湖悄然重现
生态湿地。今冬高峰期，来此越冬
候鸟逾4万只，调查发现有东方白
鹳、小天鹅、白琵鹭等8种国家二
级以上保护鸟类。3年来， 黄盖湖
越冬候鸟种群 、 总数分别递增
21%、27%， 成为湖南省第二大越
冬候鸟栖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