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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5月9日至15日，生态环境部组织“清废
行动2018”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现场督查。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
2796个固体废物堆存点位进行现场摸排核
实，共发现1308个问题，其中湖南69个。

生态环境部分4批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进
行挂牌督办，其中涉及湖南4个，分别为株洲
天元区马家河应家围子原鹏达搅拌站和银
力搅拌站内堆存大量建筑垃圾，衡阳石鼓区
五一街道办原衡阳市造船厂内堆存大量建
筑垃圾和河道清淤垃圾，常德澧县嘉峰锌业
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储存场所不规范，株洲茶
陵县虎踞镇银湖村湘东皮革厂厂区内危险
废物露天堆放。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责成株洲、衡阳、常德三市人民政府和相关
省直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严格按
照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要求，迅速拿出整改
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彻底消除环境安
全隐患，切实维护长江生态环境安全。

5月21日， 记者从省环保厅了解到，株
洲、衡阳、澧县三地快速行动，全力整改，取

得初步成效。

株洲：清运废弃物，实施区域
绿化

5月9日，接到督办通知后，株洲市环境
保护督察组立即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经
查，天元区原鹏达搅拌站和银力搅拌站均位
于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距离湘江仅20
米，严重威胁水体安全。此问题系2017年中
央环保督察组现场交办问题。一年来，虽然
两个搅拌站另行选址并搬迁，但原址厂内的
建筑垃圾未及时进行清运，雨季固体废物易
流入河体，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5月12日，市环保督察组开出了市级环保
督察工作启动以来的首个问责交办函，要求天
元区区委、区政府立即启动问责程序，对相关
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进行严肃调查处理。

5月15日，现场显示，固体废弃物已全部
清理完毕，相关区域已覆土并撒播草籽进行
绿化。

衡阳：2000吨建筑垃圾3天
清运完毕

衡阳石鼓区五一街道办原衡阳市造船
厂位于湘江支流蒸水河旁，是该区旧城棚户

区改造项目。在危房拆除过程中，项目部没
有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及固体废弃物。

获知情况后，石鼓区政府领导牵头，制定
专门工作方案，组织街道、企业和环保、城管
等部门立即行动，按照挂牌督办要求，抓紧开
展清理处置，确保3天之内全部清理完毕。

从5月12日到14日，约2000吨建筑垃圾
全部清运完毕。 石鼓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还将按照要求，加大对辖区范围
内固体废弃物的监管力度。

澧县：嘉峰锌业确定10天完成
整改任务

生态环境部在“清废行动”中，发现嘉峰
锌业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不规范、澧
县环城路空地堆放80余吨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等问题，其中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不规范
的问题被挂牌督办。

接到生态环境部反馈的突出环境问题
清单后，澧县连夜召开会议进行交办，按照
一个问题、一个方案、一个领导负责、一个标
准整改到位的要求，拿出整改方案。

嘉峰锌业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间节点，
决定从5月14日开始， 用10天时间完成整改
任务，并申请环保部门验收。

�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陈英明 通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 今天， 由
省经信委、 省科技厅和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的“创新湖南高峰论坛———2018智能制
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峰会”在邵东县召开。

我国人工智能教育权威蔡自兴院士等
国内外知名学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
技部、工信部有关专家，国家级和省级高新
区代表以及中联重科、长丰集团等智能制造
领军企业负责人等共300余人参加论坛。

本次峰会上，有关部门领导、学术权威、
知名学者、海外嘉宾和省内企业家等代表，围
绕“创新湖南与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智能
制造，探讨和分享前沿理念，进行思想碰撞。
从理论高度为湖南发展献计献策、谋篇布局，
并从实践层面展示我省各地各企业在科技创
新、 智能制造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 论坛期
间，还举办了我省科技创新成就图片展、走进
重点智能制造企业参观调研等活动。

据介绍，在“中国制造2025”的引领下，
我省把智能制造作为牵引产业升级和经济
转型的“牛鼻子”， 努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现已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智能制造模
式创新、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示范企
业和样板工程形成、 工业互联网基础建设5

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作为峰会举办地，邵东县近年来在智能

制造上的表现令人瞩目。该县大力推动创新
发展战略， 积极对接智能制造国家产业政

策，积极发展电子信息、3D打印、智能装备等
高科技产业，推进小五金、打火机、皮具箱包
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型工业化工作6项
主要指标去年居全省第一。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巢进文）“精准创业与绿色创业，将成为未来创
业的大趋势。 ”5月19日，创新创业30人高峰论
坛在湖南商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的长江学者、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下的创新创业发展态势。

清华大学陈劲教授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深沉的创新禀赋， 可以弥补以西方文化
为主导的现有创新范式的不足， 形成一种更
有整体性、 动态性、 战略性的整合式创新范
式，如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就可以看成是这

种创新范式的实践。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指出， 大数据不

仅仅是一种新技术，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改
变了企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环境、 技术环境
和需求环境，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精准创
业和绿色创业正成为一种新趋势。

当前，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7年，中国创新指数攀
升至第22位，已成全球第二大创业市场和“独
角兽”诞生地。“创新创业30人高峰论坛”由我
国长期从事创新创业研究的知名学者联合发
起，论坛定位于学术理论发展。

创新创业30人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 � � � 湖南日报 5月 21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贺小花 ）5月19日， 第五届全国大中
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湖
南站），在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湖南人
才市场）火热举行。 来自福建、安徽、浙江、江
苏等全国13个省份以及湖南本土共228家企
事业单位现场选贤纳才。

据了解，此次招聘共有中国一汽、中船重
工、中国十七冶集团、江铃汽车等国内知名企
业，以及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安庆
师范大学等各省份高校，提供了信息技术、行
政、财务、高校教师等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其
中， 安庆师范大学现场公示引进博士教师67
名，浙江财经大学引进各类教师39名。“高薪
引才”仍是招揽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萍乡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直接开出了“博士学历年收
入16万元、研究生学历年收入12万元、本科生
学历年收入10万元”的条件以吸引人才。

据统计，当天共吸引了来自湖南师大、湖
南农大、长沙学院等16所高校约1.2万名毕业
生参加。

本次活动依托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
开展，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通过平台实现专
业测评和智能匹配， 提高了招聘效率及成功
率。还针对高校毕业生增设了就业指导专区，
邀请资深职业导师现场提供一对一就业创业
指导服务； 特别开设了人事档案政策咨询专
区，开通微信“一键注册”绿色通道，现场通过
微信注册即可办理档案转递手续， 免除高校
毕业生在就业创业时的后顾之忧。

13个省份来湘揽才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婷）
今日召开的全省就业创业工作会议透露今年
全省就业目标：确保就业目标全面完成、就业
大局总体稳定、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全年实现
新增就业70万人以上。

会上提出， 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
内；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万人，新增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7.65万
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0万人，完成
贫困家庭“两后生”（即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
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 技能培训

1.12万人。
今年，我省要保障重点群体就业稳定，确

保我省普通高校2018届高校毕业生年底就
业率不低于96%， 使新增贫困农村劳动力实
现就业增收，去产能职工得到妥善分流安置，
就业困难群体得到积极就业帮助。

省人社厅表示， 将通过鼓励创业带动就
业、完善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解决结构
性就业矛盾、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创业、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规范就业补助
资金使用和管理、构建就业风险防控体系等措
施，推动2018年就业创业工作目标实现。

今年全省就业创业目标确定
实现新增就业7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婷）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就业创业工作会上获
悉，一季度全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回暖，市场
用人需求大于供给。

会上分析了全省的就业形势， 一季度，各
类用人单位提供空缺岗位77.63万个，比去年同
期增加5.5万个，求职总人数55万人，企业用工

预期持续改善。就业各项指标均超进度完成，就
业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

据了解，随着经济企稳回升，我省就业工
作实现温暖开局：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19.7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6%，创近年
来新低；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7万人，
帮扶就业困难和失业人员就业10.78万人。

一季度就业温暖开局
市场用人需求大于供给

生态环境部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固体废物堆存突出问题挂牌督办，其中我省4个———

湖南“清废行动”立见成效

“创新湖南高峰论坛”在邵东举行

聚焦智能制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 � 5月21日， “创新湖南高峰论坛———2018智能制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峰会” 在邵东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