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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陈新）为奖励热
心市民举报环境违法行为，今天，长沙市雨花
区环保局对10起环境违法案件举报者进行
了奖励，现场发放8000余元奖金。据了解，这
是雨花区第二次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者进行
奖励。

12月6日， 有群众举报有人在雨花区跳
马镇田心桥村黄零冲组倾倒大量过期药品，
这些药品属危险废物。 雨花区环保局接到举
报电话后迅速介入，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并限期将已倾倒药品清理、 打包进行无害化
处置。由于案件性质严重，该案已被移送至公

安机关，有关当事人被行政拘留。雨花区环保
局按照规定， 对两名举报者每人发放400元
的奖励。

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对环境违法行为的
监督，2015年，雨花区环保局制定了《环境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对举报环境违
法行为的群众进行奖励，举报范畴包括：违法
排放、倾倒或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
险废物、 含重金属污染物或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等有毒物质或其他有害物质的；违规排放、
倾倒化工、制药、石化、印染、电镀、造纸、制革
等工业污泥的等等。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
上午， 来自环境保护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环保部评估中心、上海市环科院等单位和
机构的13名大气研究方面的专家，从省环保
厅厅长王一鸥手中接过聘书， 正式成为湖南
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专家， 为我省大气污染
防治出谋划策。

据介绍，我省大气环境质量虽然总体向好，
但改善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明显落后。今年来，
我省重污染天气不降反升， 中重度污染天气发
生频次多、持续时间长。尤其是11月份以来长株

潭地区城市空气质量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全
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处于靠后位置。

省环保厅提前谋划，起草了《湖南省“蓝
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明
确了工作重点，提出了总体目标，主要内容包
括建立健全大气环境管理体系， 强力推进工
业污染防治、 移动源污染防治、 扬尘综合整
治、面源综合防治。

专家组对征求意见稿进行评审， 一致认
为，阶段目标明确，防治措施可行，具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同时建议，全省各市州要尽快完

成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并建立动态更
新机制；加快大气监测超级站建设，提升快速
源解析能力；突出防治重点，以“散乱污”企业
整治、扬尘管控、燃油机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污染防治为突破口，实施多污染物协同减排；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及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加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借鉴先进省
市的经验与做法，确保“蓝天保卫战”三年计
划顺利实施。

北京市、甘肃省、深圳市环保厅（局）在会
上介绍了工作经验和做法。

我省为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开展前期论证

13名专家支招大气污染防治

举报环境违法，奖！
长沙市雨花区发放环境违法举报奖金8000余元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邝丞才）“入冬以来， 桂东高山萝卜
等蔬菜很受广东、 江西市场欢迎。”12月25
日，桂东县氧天下山货（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 该公司在乡镇的惠农综合服务中
心， 每天从相关村收集高山萝卜三四吨，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

桂东县在决胜脱贫攻坚战中，确定了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的脱贫工作思路，
出台了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和奖补办法，加
大对贫困户、农业经营主体和各类经济组
织的扶持力度。该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
改革，去年12月中旬成立了桂东县氧天下
山货（集团）有限公司，由县供销合作社参
与运营并牵头打造该县“从基地到餐桌”

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推广桂东优质农
产品。

桂东山货集团公司除了组建农产品研
发推广、运输仓储、销售等3个子公司外，还
在全县11个乡镇成立了乡镇惠农综合服务
中心，113个行政村（社区）成立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并因地制宜，制定“一村一品”或“多
村一品”产业规划，对生产出的农产品实行
兜底收购，最终由山货集团公司统一检验检
测、统一打造品牌、统一包装销售。

在这一模式运作下，桂东这个曾经一度
“供销空白县”，又恢复和重建起基层供销组
织体系，并在组建的这一年来，为贫困户及
其他农民销售各类农产品2000多万元，实
现了为农、惠农。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 （记者 王茜 通
讯员 袁路华） 今天， 记者从长沙高新区获
悉，湖南卫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森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17个长沙高新区项目，
获2017年北斗产业小微企业奖补专项资金
扶持。

根据《长沙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等
有关文件精神， 为支持北斗产业发展，长
沙市拟对19家企业20个项目给予2017年
北斗产业小微企业奖补专项资金扶持，共
计1030万元。其中，长沙高新区有17个项
目。

近年来，长沙高新区通过深化“民参军、
军转民”项目合作，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
北斗导航、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目前，拥有
中国电子、中国航天、中国电科、中国兵器等
一批国字号直属的军民融合企业，聚集了景
嘉微、航天环宇等军工资质企业45家。军民
融合企业总数达120余家，其中北斗导航企
业62家，数量占全市91%、全省80%；拥有长
沙北斗产业技术安全研究院等为代表的国
家级创新平台，建立了北斗导航产业技术联
盟，设立了国内唯一经总参认证的军民两用
北斗检测中心———北斗卫星导航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

17个项目获专项资金扶持

北斗产业成长沙高新区支柱产业

年销货2000多万元

桂东山货集团助农销山货
挑运脐橙
服务群众

12月24日，龙山县里
耶供电所党员在为比耳
村果农挑运脐橙。 当天，
该所党支部开展“学习新
党章，践行十九大”主题
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向村
民宣传冬季安全用电知
识、 电费新型缴纳方式，
并为缺少劳力的农户采
摘、运送脐橙，以实际行
动服务群众。 田良东 摄

湖南日报12月25日讯（通讯员 袁小平
记者 邢玲） 记者今天从在北京召开的第八
届中国物联网产业与智慧城市发展年会上
获悉，益阳市、桂林市等6座城市获得“2017
中国智慧城市示范城市奖”。 益阳是此次我
省唯一获奖的城市。

近年来， 益阳力推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狠抓政府职能转
变、产业转型升级和便民利民服务，稳步
夯实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和平台 。今

年，益阳分别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电信湖南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构建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大生态圈。同时，湖南新
型智慧城市研究院落户益阳，为益阳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撑。
益阳还按照“一片云、一张网、一个窗”要
求， 成功上线运行“智慧大脑+政务服
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单统表、一厅
统管、一窗统受、一网统办、一号统揽”政
务服务新模式。

益阳获“2017中国智慧城市
示范城市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