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曹
娴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经省
政府同意，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发
布《关于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第一批）的公告》。第一批共

筛选出43个标准， 在我省相关区
域、 行业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

据悉，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分
行业、分区域、分步实施。如，冷水江

市、 常宁市等12个矿产资源开发活
动集中区的县市区，对铅、锌、锡、
锑、 汞等多项工业污染物执行排放
限值。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邵红秀）今天，记者从
湖南建工集团获悉， 今年前三季度
该集团新接施工任务1015.3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603.47亿元； 实现利
润总额8.93亿元，同比增长23.65%；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
改革激发活力。今年8月，湖南建

工集团作为地方国企纳入国务院国
企改革“双百行动”,成为国企改革的
样板和尖兵。 集团大力推进压层级、
减法人工作，管理层级由四级缩减至

三级，法人单位减少62家，非法人单
位减少143家，成功实现“瘦身健体”；
在全省10个市州83个职工生活点推
进“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
业）分离移交工作，企业办社会职能
逐步分离。 荩荩（下转2版④）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凤凰县今年种植的秋桃和中
药材苗，眼下正在茁壮成长，它们将
成为当地贫困村民稳定增收的“摇
钱树”。凤凰县秋桃和中药材产业快
速发展， 得益于我省开展的脱贫攻
坚常态化联点督查。 针对督查中发
现秋桃和中药材产业发展进度缓慢
问题，凤凰县大力整改，于10月底前
完成了约1700亩秋桃和中药材种植
的年度目标。

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2017年
5月，省委、省政府印发《湖南省脱贫
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决定从2017年6月
开始， 由包括省委常委在内的35名
省领导牵头、45个省直单位参与，组

建49个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不
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
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方
式， 每月对49个贫困县脱贫攻坚工
作至少开展1次常态化联点督查，直
到各联点督查组所联点的贫困县
（市区）脱贫摘帽为止。

《方案》要求，各脱贫攻坚常态
化联点督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既
查找政策落实、责任落实、工作落实
中出现的个性问题， 督促当地抓紧
整改； 也要查找一些需要省级层面
协调解决的共性问题， 及时向省里
反馈。仅去年，省领导带队开展常态
化联点督查就达70余次。

今年， 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
查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 建立问题

清单和整改台账，将督查县（市区）
扩大到全省51个贫困县和31个非贫
困县。 各联点督查组每月底向省委
督查室、省扶贫办提交督查报告、问
题清单和整改台账， 对督查发现的
问题进行抽查，核实整改情况。

自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开
展以来，到今年10月底，49个联点督
查组已开展常态化联点督查千余
次， 先后查找出基础设施工程进程
缓慢、产业发展滞后、驻村帮扶不力
等问题， 并明确时限要求督促整改
到位。我省将进一步明确任务目标、
责任分工和督查重点， 对交办问题
办理以及市县配合等工作作出规
定，确保联点督查工作有章可循、有
条不紊。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曹
娴）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省转办11月3日8时至20时
收到的群众信访举报件157件，其中
重点件10件。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以来，
我省群众信访件逐日增加。 从污染
类型来看， 有效举报涉及大气污染
方面的举报最多，占33.3%；其次是

水、噪声、土壤、生态、其他、辐射等，
分别占21.6%、16.8%、11.4%、11.4%、
4.4%、1.1%。

按地区分布为:省直3件、长沙市
50件、株洲市6件、湘潭市10件、衡阳
市7件、岳阳市14件、益阳市6件、邵
阳市12件、郴州市10件、娄底市7件、
怀化市6件、张家界市4件、常德市14
件、永州市8件。

前五批累计转办500件，其中重
点件44件。其中，长沙市176件、株洲
市26件、湘潭市31件、衡阳市31件、
岳阳市39件、益阳市17件、邵阳市54
件、郴州市18件、娄底市22件、怀化
市22件、 张家界市16件、 常德市28
件、永州市18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1件、省直4件（其中有3个举报
件同时涉及2个市州）。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五批157件群众信访件

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占33.3%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10月
30日至11月30日进驻湖南省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
进驻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731-81110879、专门邮政信箱：湖
南省长沙市A289号邮政信箱。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
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

要受理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由被督察
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2018年10月30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脱贫攻坚联点督查查漏补缺
35名省领导牵头，组建49个督查组，开展常态化联点督查千余次

一批区域、行业
执行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涉及有色金属、化工等13个行业以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湖南建工集团前三季度

新接施工任务突破1000亿元
实现利润8.93亿元，同比增长23.65%

东江湖畔添美景
11月1日，刚建成通车的资兴市白廊镇环湖公路二期，与湿地和湖水相连，成为东江湖畔一道新美景。该环湖公路

二期又称环湖湿地通道，全长4.5公里，途经三个村，分公路双向两车道和自行车游道，共投资3985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强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王茜 ）近日，记者在长沙高新区
杉杉能源10万吨锂动力电池材
料长沙基地看到， 近3万平方米
的厂房主体已竣工，工人师傅正
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 该项目投
资达200亿元，于今年1月3日签约
引进，2月3日启建，6条生产线将
于近期投产，预计年产值在200亿
元以上，将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
成、当年投产。

“长沙高新区的支持护航是
项目推进如此之快的关键。”杉杉
能源项目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园区专门成立了重大项目服务
组，实行全过程、无障碍服务。像
杉杉能源这样的建设“加速度”，
在长沙高新区并非个案。据预计，
今年， 该区亿元以上项目中实现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就有10个。

近年来， 长沙高新区始终把
项目建设作为争先进位的“牛鼻

子”和“总抓手”，先后创新出台模
拟审批、打捆审批等优惠政策，从
项目落地、项目推进到投产达效，
全过程提供政策扶持保障； 率先
在全市园区推行行政审批改革，
力争“做减法”，对园区项目实行
并联审批、容缺审批，工业项目审
批效率提高4倍。同时,为项目开通
“绿色通道”全程代办，企业“足不
出户”就能办好建设行政审批报
建手续； 荩荩（下转2版②）

“当年签约当年投产”成常态
长沙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强链补链延链”开产业新局
娄底形成12个高质量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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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周俊 段云行 通讯员 曾峰 ）近
日， 在娄底高新区三一中源公司
路面机生产线， 一台台压路机陆
续下线。 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娄底
整机生产的空白， 还带动了一批
配套企业。 公司负责人说：“从开
工建设到第一台压路机下线，仅
用了3个月时间，现在每月能生产
100台整机。”

娄底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通过引
进高精尖项目， 改造提升优势传
统产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比重，
补齐和升级产业链条， 加速新旧
动能转换。通过产业项目建设，娄
底按下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快进
键”，形成了板材深加工及汽车零
部件、装配式建筑、先进陶瓷、新
能源电池及储能、军民融合等12个
高质量产业集群， 实现产业“强
链”“补链”“延链”。

娄底还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
光对产业“洗牌布局”。依托钢铁
产业项目， 打造出薄板深加工产
业园， 布局千亿产业链； 引进三
迅、电将军、博盛等产业项目，打
造中部地区“能源谷”；依托区块
链、大数据、视频直播等，培育出
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逐渐告别传
统单一的产业结构， 走上了多极
化、高质量的产业发展之路。

荩荩（下转2版①）

� � �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4日晚在上海
举行宴会， 欢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秋日的上海，金桂飘香。华灯初
上，黄浦江畔，广厦耸立，霓虹璀璨，
一派开放繁荣的景象。6时25分许，
外方领导人和夫人相继抵达上海国
际会议中心。 热情洋溢的少年儿童
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八方宾朋。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各国领导人
夫妇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 习近平和
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步入宴会厅。

习近平发表致辞， 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领导人
和嘉宾的到来。习近平指出，上海是
中国最大经济中心和改革开放前

沿， 既见证了近代以后中国开放合
作的历史进程， 也书写了中国改革
开放40年的生动篇章。 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
不是一般性的展会， 是中国推进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
举措。 相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赋予上海新的靓丽光彩。

习近平表示，明天，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将正式开幕。 未来6天，来
自五大洲的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将向世界展示发展成就和国家
形象， 各国参展的3600多家企业也
将同中国境内外采购商充分对接洽
谈、共谋发展，各方嘉宾还将围绕国
际经贸和全球经济治理重大问题开
展研讨交流，进行思想碰撞。这将是

一场令人期待的盛会， 让各国朋友
收获丰硕成果。 相信在各方大力支
持和共同努力下， 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一定能够成为一场高水平的国
际性展会，为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全球
化搭建新的平台， 为增进各国人民
福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宴会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进
行。习近平同各国领导人亲切交谈。
各国嘉宾畅叙友谊合作， 共同祝愿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成
功，祝愿各国携手共同发展，世界更
加和平繁荣。

丁薛祥、李强、杨洁篪、胡春华、
黄坤明、王毅、赵克志、何立峰等参
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晚宴
欢迎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各国贵宾

� � � � 湖南日报上海11月4日电（记者
刘永涛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率团赴上海参加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 并会见了来华参会的英
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许达哲表示非常高兴与利亚
姆·福克斯一行在上海会面。 他说，
湖南与英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交流合作成效明显。2017年湖南对
英进出口总额增长31.6%，今年1至9月

同比增长23.3%。目前，湖南省会长沙
开设了英国签证中心，并开通了长沙
至伦敦直飞航线，今年10月湖南省与
英国林肯郡正式结成友好省郡关系。
这些都是双方经贸投资、人文往来日
益密切的体现，也为深化双方交流合
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今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湖南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发挥“一带一部”优势，大
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

建设“五个强省”，着力打造内陆创新
高地、开放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希
望与英国立足现有合作基础，进一步
加大合作力度，在经贸投资、装备制
造、航空、金融、环保、教育、文化、旅游
等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利亚姆·福克斯说， 湖南经济、
产业、科技等方面优势明显，英国高
度重视同湖南的交流合作， 希望双
方开展更深入的对接， 探讨进一步
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取得
更多新的合作成果。

双方还就即将在进口博览会期
间举行的湖南与英国商品采购对接
会进行了商讨。

副省长何报翔参加会见。

许达哲会见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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