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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6日，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七批转办重点信访件8件，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重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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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430
00020
18110
50020

湘阴县城管等政府职能部门借环保整治之名
乱作为：1.将平垸行洪“禁地”变成露天垃圾场，
污染农田、鱼塘、湘江，之后要求湘天混凝土有
限公司在垃圾场上建厂美化，后仍陆续在该厂
周边堆放十几万吨生活垃圾， 严重污染湘江、
洞庭湖、长江。2.强拆合法企业湖南湘天混凝
土有限公司，并在废墟上挖坑灌黑臭污水（来
自湘阴县石塘垃圾场），异味扰民，污染周边
农田，污水还通过附山垸电站排入湘江。

岳阳市
湘阴县

水,
土壤,
大气

经湘阴县委县政府组织监察、住建、国土、环保等
部门联合调查，“湘阴县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
污染环境问题属实，其它问题不属实。

属实

1.湘阴县附山垸垃圾场于2016年停止使用，2018年6月启动治理
工程，11月3日将垃圾正式开始转场清运至屈原管理区；2. 湖南
湘天混凝土有限公司在此处的相关建（构）筑物属于违法建设，
湘阴城市综合执法局依法进行了公告并强制拆除。3. 县环境监
测站对湘阴县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修复项目出具了监
测报告。根据检测结果，各项指标均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

2

D430
00020
18110
50053

三都镇焦化厂晚上生产时排放的烟尘、刺
鼻味道及生产噪声扰民。

郴州市
资兴市

大气,
噪声

经资兴市环保、经信商务、实业公司和当地镇政
府联合调查核实，反映三都焦化厂晚上生产排放
刺鼻味道、生产噪声扰民问题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资兴市环保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
令该公司制定整改方案，限于2018年12月11日前采取有效措施
使噪声达标排放。
整改情况：1.该公司处于限制生产状态（保炉）；2.制定了整改方
案，正在积极整改。

3

D430
00020
18110
50063

团山镇多个村子存在几百家废塑料加工
厂（黑作坊），从事医疗垃圾、金属、生活垃
圾等加工，废水、废气污染严重。去年向督
察组反映后，加工厂停工三个月，离开后
恢复生产。

岳阳市
汨罗市

大气,
水

经汨罗市组织相关部门调查核实， 该举报问题不属
实。2014年、2015年、2017年，汨罗市委市政府先后对
团山开展过三次整治，第一次关停散乱污生产企业，
清理陈年垃圾； 第二次对群众反映强烈环境污染点
开展治理，规范废品市场经营；第三次强力规范团山
再生资源交易市场。2018年，再次开展新市全域环境
治理，彻底解决塑料等小散乱废的环境问题。

不属
实

4

X430
00020
18110
50017

马栏山砂卵石搅拌厂(华建水泥混凝土公司）
位于城区中心，日夜噪音、扬尘扰民，存在安
全隐患。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举报，检查时停
产，事后仍生产。望该公司彻底搬离。

长沙市
芙蓉区

噪声,
大气

经芙蓉区马坡岭街道、区环保局、街道城管执法
中队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不属实。 该企业自
2016年停产至今，无生产迹象，正准备对设备进
行变卖处理。

不属
实

5

D430
00020
18110
50082

红仑工业园里面的兆亮电镀工业园有15
家电镀厂，废水、废气没有按照环评要求
进行处理，厂周边有酸的气味；红仑工业
园内的巨强科技玻璃厂周边有恶臭味，间
断地排放红色的烟。

湘潭市
湘乡市

大气,
水

经湘乡市环保局、 湘乡经开区管委会调查核实，
该举报件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1.经查阅在线监控数据，兆亮电镀电镀车间产生的电镀废水分类
排入专管进入分类收集池进行处理。处理后达到《电镀污染物排
放标准》，进入湘乡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标排放；2.从监
测数据来看，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放的大气污
染物达到了《平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6

D430
00020
18110
50005

1.中心城区特别是南湖、王家河周边水利
管线建设滞后 。洛王东路 、北港河 、南港
河、理工学院多个排污口经常溢流，周边
楼盘生活污水无法接入污水管网，雨天生
活污水溢流。2.铁山水库上游保护工作不
得力，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新建建筑、建
筑垃圾、生活污水污染水源。3.洞庭湖区矮
围治理不力，水位高，无法完成治理，存在
弄虚作假的行为。

岳阳市
市辖区

水,
其他
污染

经岳阳市组织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南湖、王家河
周边水利管线建设滞后，洛王东路、北港河、南港
河、理工学院多个排污口溢流，周边楼盘生活污
水无法接入污水管网”情况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 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快市
中心城区截污管网建设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完善管网建设，加
快排污口的治理进度。2. 岳阳县铁山执法局督促月田加油站将
公路附近河岸沿线建筑垃圾全部清运。3. 平江县板江乡制订了
铁山水库板江境内饮用水源准保护区整改方案， 对巡查出的
“建筑垃圾乱倾倒”立即进行清理。
整改情况：1.目前岳阳市正在按要求积极推进城市管网建设、排
污口治理、泵站提质改造等工作。2.铁山库区“四池净化”安装工
作正在加速推进中。

7

D430
00020
18110
50060

株洲兴隆新材料有限公司和430工厂分别
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晚上偷排）和生
活污水排入龙母河，导致河水变臭，河水
变黑。

株洲市
云龙

示范区
水

经株洲市环保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中车
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废水经废水处理站
处理后经总排口排入宋家桥农灌渠，汇入龙母河，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初级处理后进入废水处理站再处
理。废水处理站设施运行正常，监测线数据表明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株洲兴隆新材料有限公司废水处
理站运行正常，未发现雨水、污水管道有连通情况，
未发现旁路排污通道或隐秘排污管路。

不属
实

8

D430
00020
18110
50077

松木工业园内的建滔化工晚上12点到凌
晨5点排放废气和黑色的烟雾， 有氯气的
味道，空气污染严重；用卡车运输废渣，有
洒落的现象，要求用全封闭的车辆运输废
渣。

衡阳市
松木
经济

开发区

大气,
土壤

经衡阳松木经开区环保、城管和金源街道调查核
实，反映排放废气，有氯气的味道问题属实，其它
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 衡阳市环保局松木分局对衡阳市鸿宇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对衡阳市骏杰化工有
限公司下达《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进行处罚；对衡阳建滔
化工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整改情况：1.衡阳市鸿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对下料口重建改造，
对捕集器尾管重建改造。2018年12月15日前完成整改， 通过验
收后才可进行生产。2.衡阳市骏杰化工有限公司已按要求整改，
行政处罚已执行到位。3. 衡阳建滔化工有限公司计划新建三套
废气吸收装置，进一步减少氯气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此项工作
预计11月30日之前完成。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见习
记者 肖畅 彭婷）近日，湘乡市接
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件，
反映湘乡经开区皮革工业园在湘
潭县石潭镇骏马村偷埋工业垃圾。
该市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
了调查。

湘乡经开区皮革工业园共有
制革加工企业9家 （其中在产7
家）、 明胶企业2家（未生产）。经
查，2013年10月， 湘乡皮革工业
园内企业湖南银河制革有限公司
经人介绍， 与湘潭县石潭镇骏马
村村委会达成口头协议， 将该公
司生产中产生的部分制革综合废
泥运至该村， 作为有机肥料综合
利用。有村民对此表示反对，将情
况反映到环保部门。随后，湘潭市
环保局监察支队带领湘乡市环保
局、湘潭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
场进行了调查， 并对现场废物进

行了采样分析， 排除该废物为危
险废物。

今年8月， 湘潭市环保局监
察支队会同湘乡市环保局执法
人员到现场， 进行了进一步调
查，发现废渣一部分已用于林业
利用，一部分填埋至骏马村寨子
龙山一废弃矿坑。 填埋点已于
2013年11月用大量黄土覆盖，上
方种植了杂树。

“我们专门配套建设了日处
理废物120吨的湖南洁源生物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将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 切实解决好环保遗留问
题。” 湘乡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

记者在湖南洁源生物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看到，皮革加工企业生
产产生的综合污泥被送到该公司
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后可作复合
燃料进行综合利用。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见习
记者 肖畅 ）近日，湘乡市接到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 反映该市
红仑工业园内兆亮电镀有限公司
的废水废气没有按照环评要求进
行处理，工厂周边有酸味，以及巨
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周边有恶臭
味，间歇性排放红色的烟。该市迅
速成立工作组， 对两家公司进行
调查。

经调查，兆亮电镀有限公司的
废水废气均按照环评要求排放，但
公司在管理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巨
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运
转正常， 在线监控数据显示正常，
但厂内材料堆放有些零乱，厂区绿
化较少。

11月15日， 记者来到兆亮电
镀有限公司，随机查阅了环境监测

部门和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检测报
告，并实时查看了15日1时至12时
的在线监控数据，均显示未超过国
家排放标准限值。同时，根据第三
方公司提供的废气检测报告，也未
超出允许排放限值。

在巨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厂
区内，记者没有闻到恶臭味，但烟
囱内有明显白色水雾排放。 从现
场调取的11月15日1时至14时的
烟气在线监控数据显示， 均为达
标。

“关于企业存在的管理与环境
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将督促企
业在一个月内整改到位。 同时，将
加大对这两家企业的后期监管力
度，确保企业按照环保要求进行生
产，达标排放。”湘乡市环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戴鹏）11月11日，茶陵县接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办件，反映该县虎踞
镇河东村河东小水采砂场和河东
庆荣采砂场， 在虎踞镇河东段采
砂，导致自然河岸被挖、林地被毁。
县相关部门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关
停采砂场。同时，督促对崩溃的自
然河岸、非法占用的林地及被毁坏
的林木开展修复工作， 力争在12
月26日前完成。

据了解， 庆荣、 小水两个采
砂场于2016年3月， 经茶陵县政
府公开招拍卖，取得洣水河茶陵
段第九采区和第十采区的开采
权，开采期为5年。经查，两个采
砂场均超范围开采，破坏了自然

岸线。小水采砂场还非法采伐林
木27株， 非法占用林地0.3亩；庆
荣采砂场为方便采砂，在其承包
的河东村铺里组大洲上，将地表
林木毁坏47株， 非法占用林地
0.2085亩。

目前，茶陵县有关部门已对两
个采砂场采取停电、停产、停业处
置，自然河岸崩溃处正在进行回填
修复， 非法占用林地正在补种苗
木。

“为确保行洪安全、生态安全、
环境优美，县政府将组织相关职能
部门，进一步加强河道巡查，及时
从严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茶陵县
河道采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说。

【案例一】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 迅速
处理 严格追责 保障流域生态环境

一、基本情况
经麻阳苗族自治县政府有关部

门核实，信访件举报的采砂场位于高
村镇陶伊村五组。 被举报人彭某、彭
某、张某三人真实姓名分别为高村镇
陶一村村民滕某、滕某（滕某儿子）、
张某。2015年3月，三人合伙采用挖土
机直接在河岸边向里纵深方向的荒
沙地挖采砂石，砂石通过车辆转运至
公路边堆料场进行筛分装车，无任何
部门审批手续。5月被县水利部门查
处后停产，期间共计开采面积约1.35
亩,�开挖砂石7200立方米，举报三人
2015年挖砂情况属实。

2015年4月25日， 县水政监察大
队在巡查中发现该起违法挖砂事件，
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恢复土地原貌。5月27日，县水利局下
达了《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并予以警告，对已损坏
的河岸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确保水土
不再流失，并恢复原貌。之后，滕某、
张某、滕某三人没有再继续开挖。
二、查处情况

麻阳苗族自治县政府接到交办
件后立即安排水利部门联合林业、国
土部门对该举报件开展现场核查，经
县水政执法人员再次赴现场核实确
认，没有发现滕某、张某、滕某等三人
存在开挖砂石的行为，被举报挖砂场
地已恢复土地原貌。

举一反三，立行立改。针对督察
组在现场督察中发现的举报地点东
面有一砂石转运场（属原兰里满延细
砂场转运码头，已经关闭）存在一座
砂石吊塔未拆除、场区堆存的部分河
道采挖卵石未清理、 码头有4艘原运
砂船停靠等问题，11月1日县水利部

门立即责令业主按要求对上述问题
限期整改。目前，该转运码头吊机已
拆除， 场区内堆存的卵石已全部清
运， 码头停靠的4艘运砂船已全部吊
上岸进行切割，用作废铁回收。
三、责任追究情况

经麻阳苗族自治县纪委研究，麻阳
苗族自治县水利局水政大队大队长李
马马、县水利局水政大队副大队长胡杰
鹏， 存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认识不
足，对政策情况掌握不熟悉，对河道采
砂监管不到位，未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查
处该起违法挖砂事件等问题，决定对李
马马、胡杰鹏予以诫勉谈话处理。

【案例二】

邵阳市绥宁县： 严厉查处渣
土运输扬尘污染案件

一、基本情况
2018年11月4日， 绥宁县接到中

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
信访举报，反映“长铺镇大公坪路沿
线渣土运输扬尘严重问题”。

大公坪路段位于绥宁县城区西
南边缘，修建于2008年，起于山水名
都小区岔路口，止于县联纸厂，全长
1400米，宽12米，系武靖高速绥宁县
城连接线入口。经县政府有关部门现
场调查核实，造成该路段渣土运输扬
尘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该路段属重型
卡车、货车出入县城的主干道，加之
周边有大汉汉园三期、武靖高速连接
线、一中综合楼3个大型工地，日常通
行的重型车、渣土车较多。
二、查处情况

11月5日上午， 承办单位绥宁县
城管局牵头组织县住建局、 长铺镇、
大公坪社区、 虾子溪社区等责任单
位，召开了大公坪路段道路扬尘专项
整治工作协调会，对该交办件反映的
问题进行部署安排。

1.制订了《绥宁县大公坪路段道路

扬尘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成立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整治区域、
整治时间以及县城管局、 县住建局、长
铺镇的工作职能，并提出整治要求。

2. 开展集中整治。11月5日下午，
由各责任单位按照分工， 将整治行动
告知书、“门前三包” 责任状等资料发
放至整治路段沿线商户、居民，全面做
好宣传教育和思想劝导等工作。11月6
日开始， 县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大公坪
路段的路面渣土和违规堆放的沙石、
杂物、卫生死角进行了全面清理，共出
动洒水车2台、清扫车1台，组织清扫、
洒水、冲洗、垃圾清运人员60人次，清
理出渣土5吨、垃圾3吨。

3.严格执法。对未执行覆盖、冲洗
等规定和要求的渣土车辆依法予以处
理，严格督促建筑工地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
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
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要求，从
源头上控制扬尘污染。 对未采取措施
减少扬尘污染的大汉新城建设方江西
华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法下达整
改通知书，并罚款1.5万元。
三、责任追究

经绥宁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党组研究，县渣土管理所副所长李青
松、 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副所长简利
民，对长铺镇大公坪路沿线渣土运输
检查不到位、落实不到位，决定对李
青松、简利民予以诫勉谈话处理。

【案例三】

长沙市长沙县：安沙镇废油桶回
收翻新售卖窝点环境污染案件

一、基本情况
群众信访反映的长沙县安沙镇鲤

鱼坝回收翻新废油桶后售卖的窝点“周
某废桶存放点”， 调查发现位于长沙县
安沙镇黄桥村炭坡组89号旁。 周某于
2017年11月向安沙镇黄桥村左某租赁

该场地后用于翻新废油桶的制作加工。
该场地面积约600平方米， 没有办理相
关证照，主要污染物为废油桶内少量残
留油渍（刺鼻气味来源）、校正废旧油桶
时产生的噪音。目前，周某回收翻新废
油桶后售卖的窝点已被取缔。
二、查处情况

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转办问题后， 长沙县政府组织相关部
门迅速赶赴安沙镇， 联合开展问题查
办。11月5日， 安沙镇组织相关部门会
商，明确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并进行
现场勘查， 发现该处空地地面零散堆
积大型废旧油桶57个和小型废旧油桶
107个， 共计有废油桶1.1吨、 污泥0.5
吨，有刺鼻性气味。经进一步查实，安
沙镇于2018年9月11日召开了散乱污
企业专项工作部署会， 明确对已关停
的散乱污企业监管， 原则上以属地为
主。2018年9月14日安沙镇召开环委会
调度会议， 会上对散乱污企业摸排工
作进行了再部署。 投诉所指的回收翻
新废油桶后售卖的窝点， 于2017年11
月租赁场地后开始翻新废油桶， 一般
白天进行废油桶加工校正作业， 夜晚
时分进行运输售卖。 加工清理过程中
废油桶内残留油渍产生刺鼻气味，校
正油桶时产生噪音， 同时未与有资质
企业签订固废处置合同。
三、整改处理情况

（一）责任追究情况
经安沙镇党委研究，黄桥村支部书

记范四伟在此项工作中，存在把关不严
的问题，负有领导责任，决定对范四伟
予以通报批评处理；黄桥村村委委员文
闯， 未落实安沙镇人民政府的工作安
排，认真细致做好摸排工作，负有直接
责任，决定对文闯予以诫勉谈话处理。

（二）问题处理、处罚情况
一是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处依照“散

乱污”企业予以取缔。二是联系湖南万
容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对场地内剩
余的废油桶、其它废弃杂物以及少量含
有油渍的土壤进行转运和处理。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在对我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关于做好边督边改信息
公开的要求，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协调联络组从今日起，公开一批典型案件的问责结果，以发挥震慑警示和教育作用。

我省公布第一批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编
者
按 湘乡切实解决

环保遗留问题

督促两家企业整改到位
湘乡加强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茶陵关停两个采砂场
回填复绿工作正在进行

�荨荨（紧接1版①）全省农村贫困人
口从1978年的4458万人减少到
2017年底的216万，累计减贫4242
万人。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明显改善。51个贫困县公路总
里程达到11.08万公里， 实现了所
有县城30分钟上高速， 乡镇通客
车率达100%； 全面完成了11845
所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在
40个贫困县实施了“芙蓉学校”项

目；35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完成
了危房改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
重要论述指引下，全省共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551万，3711个贫困村脱
贫出列，14个贫困县（市区）脱贫摘
帽 ， 贫困发生率从 13.43%降至
3.86%。贫困地区“行路难、饮水
难、用电难、通讯难、就医难、上学
难”等诸多难题得到改善，贫困群
众获得感大幅提升。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会议研究了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湖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的决定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的报告；研究了关于加强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主导地方立法工作的若
干意见，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关于传染病防治情况的调
研报告。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株洲市工
业遗产保护条
例》《湘潭市城
市 绿 化 条 例》
《岳阳市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
保 护 区 条 例》
《张家界市八大
公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条例》《郴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永州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怀化市
城市公园条例》《娄底市湄江风景
名胜区条例》 审查指导情况的汇
报，关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
工作基层联系点制度》修改情况的
汇报；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服
务工作规范》 修改情况的汇报，关
于常委会会议法规审议工作流程
图情况的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