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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430000
20181110
0012

1.娄底大建煤矿红新井凤井、南平井主井和平硐井3处矿井水、员工生活污水及煤炭
运输清洗废水直排。北平井平硐、北平井主井、红新井主井3处排污口虽然建了污水
处理站，但处理能力不够，存在通过污水站附近的北平井老平硐内用混凝土倒灌安
装排水管直通煤坪下的暗渠直排到小河现象。2.露天堆放煤矸石，污染严重；3.从老矸
石山运输销售矸石导致矿区公路和毛渣公路矸石遍地，扬尘漫天。

娄底市
冷水江市

水,
大气

经冷水江市政府组织环保局、安监局、交通局等相关部门调
查核实,“员工生活污水及煤炭运输清洗废水直排”“露天堆
放煤矸石”“运输遗撒矸石”属实，“处理能力不够，存在通过
污水站附近的北平井老平硐内用混凝土倒灌安装排水管直
通煤坪下的暗渠直排到小河现象”等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冷水江市运管部门依法对货物遗撒车辆进行了查处。今年以来，查处各类
货物遗撒车辆60余台，行政罚款4500元。
整改情况：大建矿业已于2018年11月13日制定了《娄底大建矿业有限公司环保整改
方案》。

2
X430000
20181110
0008

集里街道太平桥宏源村浏阳市宏发塑业在后山填埋1万多吨废渣，厂区内垃圾成
山。填埋垃圾导致周边树木死亡，且有黑色渗漏液流出。

长沙市
浏阳市 土壤

经浏阳市组织集里街道、环保局、水务局、国土局、林业局调
查核实，“后山填埋一万多吨废渣，厂区内垃圾成山”情况属
实。“填埋垃圾导致周边树木死亡，且有黑色渗漏液流出”情
况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集里街道协同环保局对企业下达现场监察文书，责令企业对后山填埋的废渣和
厂区内废渣进行清运；2.企业正在对填埋废渣组织全面挖掘和清运。
整改情况：1.集里街道督促企业对后山填埋的废渣和厂区内废渣于2019年2月10日之
前清理完毕， 杜绝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2018年12月31日前完善取水许可行政审批
手续；2.环保局根据取水检测结果依法作进一步处理。

3
X430000
20181110
0028

罗汉村的泰和采石场违法采石：1.承包手续不合法，非法占用和损坏近百亩退耕
还林的土地；2.采石场临路而建，该路地势陡峭，无爆破防护措施，严重影响行人
安全；3.爆破时噪声污染严重，已导致近60间房屋开裂、损毁；4.露天昼夜采石，无
“除尘、降噪、防渗”等环保设施，砂石场未进行全封闭，产品及车辆均未采取覆盖
措施，产生大量石渣碎屑、粉尘，污染农田、水源，威胁居民健康，并堵塞水渠。请
求关闭该砂石场。采石场威胁恐吓投诉人，投诉人恳请保护其人身安全。

邵阳市
邵阳县

大气,
土壤,
生态,
噪声,
水

经邵阳县组织环保、国土、林业、安监、公安、郦家坪镇政府
等部门调查核实，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破坏林地属实,采石
场无“除尘、降噪、防渗”等环保设施的问题属实，其他不属
实。

属实

查处情况：1.邵阳县环保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对其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了立案查处。2018年11月9日，县环保局依法对该采石场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
书，罚款人民币5万元整。2.2018年11月14日县森林公安局已立案侦查。
整改情况：1.督促企业将破损的林地进行植被恢复并通过验收；2.县安监局牵头，县
环保局、县国土局、县林业局、郦家坪镇人民政府配合，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未整改
到位前不得动工。

邵阳县委
常委会议
决定，县纪
委、监委已
启动问责
程序。

4
X430000
20181110
0016

湘乡市皮革工业园在湘潭县石潭镇骏马村偷埋工业垃圾，造成周边地下水不同程度
的污染。曾向相关部门反映，两地互相推诿，一直未能处理。

湘潭市
湘乡市

水,
土壤

经湘潭市环保局和湘潭县环保局、湘乡市环保局调查核实，
群众反映的填埋情况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湘潭县环保局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和采样分析后，排除了该废物为危险废
物。2.湘潭县环保局再次调查，对该废渣土壤内的六价铬检测（特征污染物），未超过
国家标准。3.湘潭市环保局对最靠近填埋点的胡家组曾康明、张家顺和民主组肖昆林
三家的地下水（井水）以及寨家塘的地表水（鱼塘水）进行了采样分析，地下水及地表
水均未超过国家标准。
整改情况： 湘潭市环保局将结合本次市监测站对村民井水和鱼塘水采样的结果，与
群众进行解释和沟通。

5
X430000
20181110
0034

株洲市醴陵市潘家冲萤石矿铅锌选厂浮选车间的药剂水直接通过尾矿库排入下
游河流，对下游的农田以及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造成污染。要求采取环保性停产
整改，尾矿库污水严格执行相关环保标准。

株洲市
醴陵市 水 经醴陵市均楚镇政府会同安监、环保、林业、水利、国土、农

业等部门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醴陵市环保局责令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加强对厂区污水及停产时矿井涌水的
收集处理工作，责令依法依程序完成自主验收；2.醴陵市水利局要求企业对排污口设置监
测点、标识牌和视频监控等，水土保持方案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验收合格后，报醴陵
市水利局备案方可开工生产；3.醴陵市林业局已对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行为下达《停止非
法占用、毁坏林地的通知》和《使用林地手续催办通知书》，并立案调查。
整改情况：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正在制定整改方案。

6
X430000
20181110
0019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原株洲车辆厂）将危险油漆粉末交给没有相
应资质的株洲龙鑫商贸有限公司处置， 并且龙鑫商贸公司将危险油漆粉夜间偷
偷倒到周边农村，对环境造成极大危害。

株洲市
荷塘区 固废

经株洲市环保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该公司生产
工序中表面喷涂产生的油漆渣， 是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要求
进行暂存的，并建立了危险废物警示牌。

不
属
实

7
X430000
20181110
0039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的垃圾没做任何处理露天堆放在岩塘村，污水渗漏影响农田耕
种，如遇检查覆盖泥土遮住垃圾应付检查，十几年来经常是堆了烧，烧了再堆，对环
境影响很大，应制止这种破坏环境的行为。

邵阳市
洞口县 土壤

经洞口县山门镇政府组织调查核实， 反映垃圾没做任何处
理露天堆放在岩塘村、污水渗漏影响农田耕种、垃圾出现燃
烧的情况属实； 遇检查覆盖泥土遮住垃圾应付检查的情况
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对垃圾填埋场已经修建的四级净化池及时维护；对出现自燃现象的地段
进行了灭火处理；对裸露垃圾进行填埋覆盖；后续转运进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每天一
填埋；已经在垃圾填埋场周围建设了挡土坝。
整改情况：目前山门镇人民政府正在建设山洪水排水沟并在垃圾坑底部铺设塑料薄
膜防止垃圾渗透液下渗。

8
X430000
20181110
0010

朱桥社区同心公司偷排油污，甚至将废油直排至周边农田，周边十多口水井被
污染。

长沙市
长沙县

水,
土壤

经长沙县卫计局、农林局、环保局、执法局和属地政府联合
调查核实，反映排放含油污废水污染水井问题属实，反映偷
排和将废油直排至周边农田问题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罚款人民币30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油污泄漏问题已基本处置完毕，与村民小组签
订补偿协议，给予相关农户补偿。
整改情况：1.继续加强监管，确保公司依法依规生产和达标排放。2.对受污染的水井进行
清洗，同时做好公司周边村民的解释工作，继续使用自来水作为饮用水和生活用水。3.加
快推进农村健康饮水工程，继续完成周边未安装自来水农户的自来水安装。

9
D430000
20181110
0042

六亩塘镇瓦丘村彭家煤矸石砖厂，挖山取煤，破坏生态环境。用煤矸石烧砖，用砖
厂的名义挖煤。工业废烟是黑色的，异味扰民，伴有硫磺气味。工业废渣倾倒农
田。噪声扰民，污染水源。多次举报无果。该厂存在打击报复举报村民的行为。

娄底市
涟源市

大气,
土壤,
生态,
噪声,
水

经涟源市煤矸石砖厂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市经科
局、环保局、林业局、安监局、水务局、国土资源局、六亩塘镇
政府联合调查核实，反映的“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属实，其
他问题不属实。

属实

1.涟源市国土部门督促该企业就少批多占土地取得审批手续（涟源市国土资源局已
向娄底市国土资源局申报，等待批复）；2.涟源市环保局责令该厂尽快完成环保竣工
验收；3.责令继续按照湖南省工程勘察院制定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整治方案》的要
求进行整治和复绿，在2019年1月30日之前完成。4.严格规范煤矸石来源，严禁乱采滥
挖，一经发现立即依法关闭，并追究其相关责任。5.要求砖厂继续与投诉群众沟通，做
好宣传解释工作，争取群众支持，做好息访工作。

10
D430000
20181110
0020

观沙岭街道岳华村东山组里铬盐厂生产铬盐，十多年以来，该厂将废渣堆放在
村民家门口不到五米的地方，废气、废水污染严重，建议将废渣清走。多次反映
无果。

长沙市
岳麓区

大气,
土壤,
水

经长沙市湘江新区住建环保局、 长沙市铬污染物治理公司
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属实，其中“废渣堆放
在村民家门口不到五米的地方”属实，其他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针对已解毒铬渣堆场治理，根据已批复的《原长沙铬盐厂铬污染整体治理
项目技术方案》，项目建设单位还将在铬渣堆周边建设柔性垂直防渗墙，并对顶部进
行生态封场绿化。
整改情况：（1）已解毒铬渣堆场治理工程计划2019年5月进场施工，预计2021年底前
完工；（2）将视情况择时启动对42万吨已解毒铬渣采用异位方式进行最终处置。

2018年11月11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二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0件， 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 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湖南日报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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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一批11月19日8时至20时的群众信访举
报件，共111件，其中重点件9件。

第二十一批举报件中， 按地区分布为:长
沙市22件，娄底市13件，衡阳市、常德市各10
件，株洲市、湘潭市、益阳市、怀化市各8件，永
州市7件，岳阳市、邵阳市、郴州市各5件，张家
界市1件，省发改委1件。

前二十一批累计交办2575件， 其中重点
件212件。分别为:长沙市704件，衡阳市247件，
岳阳市184件，永州市175件，邵阳市、娄底市
各170件，常德市166件，湘潭市163件，郴州市
162件，株洲市128件，怀化市122件，益阳市
101件，张家界市48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15件，省发改委16件，省工信厅、省生态环
境厅各2件。从污染类型来看，累计举报最多的
3类污染是大气、水、噪声。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曹娴 ）今
天，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协调
联络组公布第五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典
型案例， 分别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非
法开采山砂导致水土流失案件、 涟源市荷塘
镇人民采石场破坏生态环境案件。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
交信访件反映， 江华河路口镇白草云村常年
非法开采山砂，造成严重污染。

信访件所涉白草云区域共有2处非法采砂
点，分别为凤凰岭、大岩口，其中大岩口非法采

砂点位于广西行政区划境内。 受暴利驱使，广
西、湖南两地的一些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夜间
非法偷采、偷洗山砂的现象长期存在。到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前夕，凤凰岭、大岩口等采
矿地仍未做到“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场地、
清设备、清原料），生态破坏较为严重。

通报指出， 江华河路口镇非法开采山砂
虽然有两省区交界、 管理薄弱的外部环境因
素，一些企业主法律观念淡薄，但根本原因在
于有关职能部门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宣传普及不到位， 对长期存在的生态破坏行

为失之于松、失之于宽。
群众反映涟源市荷塘镇人民采石场无证开

采，偷偷生产，破坏生态环境。经调查，信访件反
映的人民采石场位于荷塘镇塘湾片区田心街人
民村毛里排山， 该企业为年产10万吨的合法露
天非煤矿山。 该采石场存在的主要环境违法行
为是：未办理林业使用手续、破坏退耕还林和生
态公益林100亩， 跨界从事非煤矿石开采活动。
该行为在导致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
恶化的同时， 形成扬尘和噪声污染， 还对下方
300米处的涟源市甲古塘水库（小二型水库）带
来一定破坏，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通报指出， 涟源市荷塘镇人民采石场存在
的毁林采石行为，反映出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乡
镇林业、环保、安监等部门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
薄，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监管不力。

江华涟源两地非法采砂采石被“点名”
我省公布第五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二十一批111件信访件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周月桂）11
月10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正式
获批， 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又增添了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开放平台。 在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指引下， 我省积极对接国家自
由贸易试验区，强化口岸、综保区、园区等各
类平台的支撑作用，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开
放平台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

据省商务厅介绍，我省先后推广复制了3
批56项自贸试验区经验及2批12个典型案
例， 正在加快推进第4批27项改革试点经验
的复制推广，同时，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推进通关便利化等改革措施，口岸运营
业绩显著提升。今年1至10月，全省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实现进出口额61.2亿美元， 增长
76.1%；岳阳城陵矶口岸集装箱吞吐量40.8万
标箱，增长13.9%；长沙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
量2.8万吨，增长61.8%，货值23.2亿美元，增
长39.2%。

目前，全省拥有16个国家级经开区、高
新区和123个省级园区，培育了10个优势产
业集群、9个千亿产业、4个千亿产业园区，
开放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 全省形成了立
体化、多功能的口岸平台体系，包括1个电

子口岸、2个航空口岸、3个水运口岸、4个公
路口岸、5个铁路口岸、7个海关特殊监管
区、12个指定口岸等，各类口岸及口岸作业
区数量居中西部前列。今年以来，长沙获批
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入选首批13家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落户湖南， 实现了我省国家级经贸平台历
史性的突破；汽车平行进口试点、进境水果
指定口岸、进口药品指定口岸成功获批；国
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落地高桥大市
场； 新增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3家，总
数居中部第二。

开放崛起 五大行动

对接自贸区 提升大平台
开放平台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口岸运营业绩显著提升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徐德荣 严万达 见习记者 唐曦）《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发布后，
湘南地区干部群众欢欣鼓舞。他们表示，站
在新的起点上，一定要以新的更大作为，加
快开放崛起步伐，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

湘南地区是湖南改革开放先行地区，
具有区位条件优越、资源要素丰富、产业基
础和配套能力较好等综合优势。7年前，湘
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为我国第4个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对推动湘南
地区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扩容升级，对郴
州来说是一次新的重大历史机遇。”郴州市
委书记易鹏飞介绍，近5年，郴州实际利用
外资和到位内资年均分别增长13.85%、
15.02%。郴州将抢抓新机遇，积极对接500
强企业，加快推进产业链招商，着力打造湖
南开放崛起新增长极。 衡阳市委书记郑建
新认为，这次发布的方案，对承接产业转移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衡阳将按照方案确
定的目标任务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
一步放大产业承接优势， 持续创新体制机
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当
好承接产业转移的“领头雁”。永州市委书
记李晖表示， 将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
要求， 突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充分发挥毗邻“两广”的区位优
势和劳动力、生态、文化等资源优势，努力
打造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升级版。

“好，好，好!”仔细看完《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永州市发改委
主任唐富荣连声称好。他表示，永州将积极

推进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东盟地区
深度对接合作，精心建好项目库和客商库，着
力引进区域总部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努力打
造一批国家级、省级特色示范园区。郴州市发
改委主任周范平介绍，郴州境内铁路、公路等
交通干线纵横交错，机场也在抓紧建设中，并
将进一步完善海关、检验检疫、铁海联运、国
际快件中心等平台功能， 进一步做好基础设
施配套、园区配套、开放平台配套3项配套，大
幅提升承接产业转移承载力。 衡阳市发改委
主任雷高飞表示，将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产业
链条，有针对性地优先承接先进装备制造、军
民融合、整车制造等产业，积极推进全市11个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调规扩区， 提升园区承
载能力。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
案》正式发布，为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坚定了信心。”衡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欧杏激动地说，衡阳高新区将抢抓机遇、埋头
苦干，进一步建好承接平台、深化开放合作、
加大招商力度， 发挥好国家级高新区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郴州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苏仙区委书记袁卫祥表示，郴州高新
区将进一步优化园区政务环境、社会环境等，
不断提升竞争力。同时，在郴州出口加工区升
级为综合保税区的基础上， 尽快申报创建中
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郴州片区。永州经
开区党委书记周亮表示， 将推动园区差异化
发展，积极承接生物医药产业转移，加快天然
植物提取物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 推动中古
国际生物技术中心全面建成、 长丰猎豹汽车
走出国门， 建设全省政府大数据灾备中心和
互联网大数据存储与安全中心， 为企业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

站在新起点 实现新作为
湘南地区热议《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总体方案》

声声问候
传递温情
11月20日，嘉禾县一鸣教

育集团学校，学生在展示自制
问候卡。当天，该校开展“一声
问候 传递温暖”活动，通过制
作问候脸谱、 学习问候用语、
交换自制问候卡等形式，表达
祝福，传递温情，培养学生文明
礼仪素养和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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