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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4300
00201
81115
0032

一家煤矸石砖厂占用国家土地违法生产，环保设备形同虚
设，多处乱采、盗挖国家矿产资源，破坏耕地和林地，造成
水土流失，污染归水河，影响饮用水使用（投诉件附照片）。

娄底市
涟源市

水,
生态

经涟源市经科局、环保局、林业局、安监局、水务局、国土资源局和湄江镇镇政府联
合调查核实，反映的“环保设备形同虚设”“多处乱采、盗挖国家矿产资源，破坏耕地
和林地”的问题属实；其它问题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涟源市环境保护局对西湾新型墙体材料厂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责令该厂进行封闭生产，加强扬尘治理。2.经市林业局调查核实，系
苏家村村民吴建力在该山乱采、盗挖煤矸石，破坏林地20亩，已另案服刑。
整改情况：企业正在整改中。

2

X4300
00201
81115
0051

万喜登农业园私自占用基本农田建立养猪场，现由永州市
天顺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冷水滩分公司租用， 养了约
5000多头猪，距离居民房屋不足50米，异味扰民，蚊虫多，
猪场废弃物（死猪、死胎、废弃残猪等）及猪粪废水直接排
入渠道和池塘，或就地掩埋，导致井水无法饮用、池塘水无
法使用。

永州市
冷水滩

区

大气,
水

经永州市冷水滩区环保局、区畜牧水产局、上岭桥镇政府等相关部门调查核实，该
举报属实。其中反映猪场臭味扰民、猪场废弃物（死猪、死胎、废弃残猪）及猪粪废水
直接排入渠道和池塘就地掩埋、养殖量、离居民区不到50米、占用基本农田不属实；
井水和池塘水是否受到污染待检测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是否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 永州市冷水滩区环保局对该公司下达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并立案查处；2.区畜牧水产局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3.区环境监测站对
水渠内和水渠过水塘内的水、距离最近的井水采样，待检测结果出具后再作进
一步处理。
整改情况：企业减少了存栏量，对沉淀池进行黑膜铺垫，增加了一套抽污设施，沼气
发电设施已运行，已清除围栏外造成的污染，围栏外污水已抽至万喜登农业园灌溉
用的集水池中，干湿分离已投入运转等整改，其它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X4300
00201
81115
0002

菱角塘镇湖南湘科软磁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违规处理废锰
渣，在砖厂及周边填埋的废锰渣，严重影响周边水和土壤。

永州市
零陵区

土壤,
水

经零陵区环保局、菱角塘镇政府、南津渡街道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经各相
关部门实地查看未发现在砖厂及周边填埋的废锰渣的现象。

不属实

4

X4300
00201
81115
0049

永州市蓝山县太平镇野鸡凹养猪场离下游土市镇蒋家村
饮用水水源仅600米， 距春陵河上游不到1500米， 养了近
3000头猪，恶臭难闻，养殖废水、粪便未经处理直排入河，
导致饮用水水源被污染，水不能直接饮用。

永州市
蓝山县

水,
大气

经蓝山县畜牧水产局、县水利局、县疾控中心、县环保局、土市镇和太平圩镇政府联
合调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经核实:1.蓝山忠盛家庭农场与土市镇蒋家村地下水泵
房直线距离约1050米；2.2018年11月14日将存栏生猪全部销售， 未发现有渗漏的现
象；3.土市镇蒋家村地表水因下雨水质稍有浑浊，无明显异味，地下水泵房水质无
异味，村民家末梢水水质清亮；4.经蓝山县疾控中心检测，土市镇蒋家村蒋家冲、蒋
家洞地下水泵房和蒋玉雄家末梢水只有总大肠菌群和耐热总大肠菌群2项指标超
标，主要原因是井水裸露无保护措施，未经常进行清理和消毒。

不属实

5

X4300
00201
81115
0025

岳阳市临湘市羊楼司国新纸厂自行变更环评，鞭炮纸改做
迷信纸，该厂因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不够，并无污泥脱
水机，经常晚上将废水和污泥直接偷排入河里。

岳阳市
临湘市

大气,
生态,
水

经临湘市环保局和羊楼司镇联合调查，反映“纸厂自行变更环评，鞭炮纸改做迷信
纸”问题属实，其它问题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该企业工艺、生产设备未改变，不属重大变更。2.临湘市废纸造纸厂
将整体行业性退出，目前正在进行去库存生产，然后实行行业性退出。国新纸厂
废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整改情况：各纸厂去库存生产期间（至12月20日止），临湘市环保局与属地乡镇
工作人员24小时蹲点监管。

6

X4300
00201
81115
0043

邵阳市邵东县会顺采石场非法采石毁山毁林，破坏生态环
境。采石场超深开采，违规爆破，导致山脚下房屋开裂、墙
砖震脱，晚上放炮噪声扰民。采石场没有封闭，没有任何防
尘降尘措施，运砂车没有覆盖，沿途洒漏，扬尘污染严重，
因开采导致水源地的地质结构发生变化，近百亩农田无水
灌溉，无生产生活用水。去年督察组到邵东县责令采石场
停产，但督察组刚走采石场便更疯狂的开采。恳请取缔该
采石场。

邵阳市
邵东县

生态,
大气,
水,
噪声

经邵东县环保局、国土局、林业局、魏家桥镇联合调查核实，举报情况不属实。1.该
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办理了临时占用林地手续；2.最近的一栋距离
为460米，符合国家安监总局300米要求，倒塌原因系年久失修，另一户人家，其房屋
完好无损；3.爆破公司按照《爆破安全规程》操作，震动、冲击波和噪声均在安全范
围内；4.邵东县环保局进行监测，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限值；5.企业车辆装载量不超过车厢，且必须加盖棚布；车辆进出冲洗设备正
常开启；6.该采石场开采区面三面在可视范围内不见有农田，不会对村民的生产、
生活用水造成影响；7. 在有关单位的常规巡查和突击检查中未发现该采石场有非
法生产行为。

不属实

7

X4300
00201
81115
0021

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杨桥集镇污水无治理：5年前建的污
水处理厂整天空转，形同虚设，没有污水进厂运转治理，原
来埋设的污水管道早已断裂，从未维护过。杨桥集镇居民
2000多人，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异味扰民，导致地下水无
法饮用；雨潭岭、尤子岭两个移民安置点、原明望村食品厂
（现杨桥村）、老杨桥粮站食品厂、两个麻石锯厂的污水未
进入污水处理厂直排沙河流入湘江，污染严重。

长沙市
望城区

水,
大气

经望城区住建局组织区环保局、区爱卫办、桥驿镇现场核实，“杨桥污水处理厂配套
管网破损、从未维护过”问题属实，“雨潭岭移民安置点、长沙市望城区味中香食品
有限公司、麻石锯厂污水直排沙河”问题属实，“杨桥集镇及周边生活污水造成地下
水污染”问题，区环保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采取水样检测，需检测结果出来后
再确定是否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望城区环保局对长沙市望城区味中香食品有限公司下达监察文书，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2.望城区环保局对桥驿镇兴胜石材厂立案查处，
对该单位查封设施、设备。
整改情况：1.望城区住建局加强杨桥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监督管理。2.望城区环
保局加大监督管理力度。3.桥驿镇加快项目建设，于2019年12月15日前完成杨桥
集镇污水管网建设，于2019年11月20日前完成集镇片区黑臭水体整治，于2019年
9月30日前完成雨潭岭移民安置点人工湿地建设。

8

D4300
00201
81115
0033

鸬鹚渡镇有50多家竹子加工厂，白天噪声扰民，晚上用硫
磺熏制产品，气味严重扰民，并导致周边农作物死亡。废水
流入农田，河道，污染水源。

益阳市
桃江县

水,
大气,
噪声

经桃江县鸬鹚渡镇镇政府联合县林业局、环保局、国土局等单位调查核实，该举报
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 桃江县鸬鹚渡镇镇政府对14家有烤房烟囱的竹制品厂进行停工整
顿，33家泡篾池已经摧毁和填埋，对谢翠田、晶辉竹制品厂立案查处并移送公安
处理。责令所有未安装烟气处理措施的一律不准熏制。
整改情况：制定整治方案，预计在12月底前完成整改。

9

D4300
00201
81115
0029

陶瓷工业园生产作业废水直排， 污染了当地的河流。24小
时生产，扬尘扰民。检查的时候就停产。

岳阳市
临湘市

水,
大气

经临湘市工业园和市环保局联合调查，“24小时生产，扬尘扰民”问题属实，其它不
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临湘市环保局责令各企业废水循环利用，做到生产废水不得外排。
2.园区将督促各企业加强运输物料车辆、堆场的管理，防治扬尘问题反弹。3.园
区管委会将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园区扬尘、周边水体长安河等进行监测，视检测
结果进行处理。
整改情况：各企业已制定《企业废水排放管控方案》。

10

D4300
00201
81115
0068

新联建材有限公司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到明渠里面，
砂砾土是通过毁山破林获得，没有相关的手续。

湘潭市
韶山市

水,
生态

经韶山市政府组织环保局、国土局、林业局等部门现场调查核实，“砂砾土是通过毁
山破林获得，没有相关的手续”情况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韶山市林业部门对新联建材有限公司破坏林地进行行政处罚，责令
2018年12月31日前恢复原状，罚款110055元。
整改情况：1.该公司违规占用的林地已复绿4亩，剩余面积将于2018年11月30日
前完成。2.韶山市水务局将加大监管力度，增加巡查频次，防治水土流失。3.韶山
市环保局将加强对企业监管，增加监督性监测频次，及时向社会公布。

11

D4300
00201
81115
0009

龙湖社区明珠药厂与安特材料有限公司，晚上偷排废气存
在异味，导致空气污染严重，水、土壤也受到污染，导致不
能耕种。

株洲市
攸县

水

经攸县环保局会同攸州工业园管委会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1.湖南明珠选
矿药剂有限责任公司按环评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废气处理设施，检查时废气污染
处理设施均在运行，未发现有晚上偷排废气行为。株洲安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锑
酸钠生产线按环评批复配套建设了废气处理设施， 检查时各类污染处理设施均在
运行，未发现有晚上废水直排、偷排废气行为。2.攸州工业园化工区红线范围内居
民已全部拆迁安置，耕地已全部征收，在工业园园区内不得进行水稻、蔬菜等农作
物耕作。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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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重点件)
� � � � 2018年11月16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七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1件， 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 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乐家茂

11月25日，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赵
应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国家推进中部崛
起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大布
局，是省委、省政府推进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举措，对永州而言，更是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赵应云介绍， 永州承接产业转移近7
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承接产业转移项
目1800余个，累计利用外资45亿美元，到
位内资1225亿元，华为、中信、保利等一批
500强企业相继落户，“大项目-产业链-
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赵应云表示，立足新起点，永州将全
面贯彻开放强省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精神， 全面对标
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努力在示范区建
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加快示范区
建设贡献更多永州智慧和永州力量。

一是深化思想对接。 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 自觉肩负示范区建设的“国家使
命”和时代重任，继续从推进思想解放出
发， 坚持以思想观念的变革引领示范区
建设的变革， 大胆学习借鉴发达地区尤
其是各自贸区建设的先进经验。 充分发
挥示范区政策优势，大力实施“五大开放
行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粤港澳大湾区，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
业转移提供永州样本。

二是深化平台对接。 把园区平台作
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战场”，持续打好

园区升级战役， 加快推进园区标准化建
设， 大力开展与沿海地区政府、 行业协
会、龙头企业间的园区合作，着力培育一
批专业化、特色化产业园区。把交通平台
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突破口”，积极争
取国家、 省里支持邵永高铁、 永清广高
铁、永州机场迁建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
打造湘粤桂区域交通枢纽。 把开放平台
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加速器”，加快升
格海关、商检、口岸机构，加快开通港澳
直通车，积极融入全国通关一体化，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三是深化产业对接。 立足永州产业
特色和资源禀赋， 找准承接产业转移的
着力点和主攻点。 加快引进一批500强
企业，培育一批百亿企业，壮大一批百亿
产业，打造一批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着
力围绕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新材料新能源、军民融合等优势和新
兴产业，大力实施建链强链补链计划，突
出抓好长丰永州基地15万辆整车、华为
大数据中心、保利集团军民融合、中古生
物医药等重大项目建设。

四是深化环境对接。 坚定不移把优
化发展环境作为示范区建设的根本保
障，全力打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营
商环境， 实现营商环境与沿海发达地区
全面接轨。进一步强化执行力建设，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担好全省“互联
网+政务服务”改革试点重任，努力实现
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跑一次”甚至“一次
不跑”。 加大关键领域的改革创新力度，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持续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11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永州江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一栋栋厂房井然有序排列，生产
车间正忙个不停，货运车辆在园区来往穿梭。晚
餐时间，园区内的小饭馆有不少员工就餐。扑面
而来的烟火气，让人难以相信，这里一年多以前
还只是一片荒地。

江华地处湘、粤、桂三省(区)接合部，是集
“老、少、边、库、穷”于一体的贫困县。众多高新
技术企业陆续入驻，激发了江华的发展活力。

江华，是永州变化的一个缩影。
2011年10月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

批，永州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狠抓实体经济。
抢抓机遇，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永州精心

挑选符合产业规划的企业， 并为其提供完善的
配套服务。7年来， 全市共承接产业转移项目
1800余个，年均递增14.5%，其中投资5000万
元以上的项目756个。

精心培育，孵化高新技术企业

江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邓铁
成说：“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江华采取的措
施是，主动对接，而非被动承接，将高新技术企
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首选。”

江华主动对接， 贵德集团在江华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投资10亿元， 建立贵德光电产业
园，2017年12月进行试生产， 预计今年可实现
营业收入10亿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
现年营业收入20亿元以上。

贵德集团在江华主要生产用于手机和汽车等
领域的LCD液晶显示屏、触摸屏、LED背光源等产
品，目前，已将部分研发中心也转移到了江华。

在贵德光电产业园，记者看到，贵德集团和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构建的国家
级实验室内，研发设备已经安装妥当。

贵德集团董事长喻贵介绍， 这个实验室主
要用来研发手机屏幕材料， 有望打破日本等行
业巨头的技术垄断。

园区内， 另一具有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生产
基地也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在广州九恒条码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兴
建的江华九伊集团，每小时可以下线近8万张快
递单据，占全国市场的1/4，是全国最大的快递
单生产企业。

今年，该公司在江华新建了28万平方米厂
房、 研发楼和50条不干胶全自动化生产线，布
局国内最先进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底纸
不干胶材料”产业基地。

江华九伊集团总经理尹建平介绍， 现在通
用的快递单有两层，需撕下底纸，才能贴到快递
包上；经过多年研发，公司即将在江华生产出无
底纸的快递单，只有一层，可直接粘贴，可极大
减少对环境污染。

邓铁成表示， 园区致力于成为入驻企业的
科技孵化器，从2017年以来，园区内已经有24
家企业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

“有求必应”，解决用工问题

11月23日下午， 记者从江华一路向北，来
到祁阳经济开发区。

正是下班时分， 记者在湖南凯盛鞋业有限
公司门口看到，几十台公交车停放在厂前操坪，
下班员工正鱼贯上车，准备返回家中。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由台资企业广硕集
团亚荣鞋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总投资8000万

美元，在祁阳新建年产1800万双耐克运动鞋生
产线。

2010年签约入园后，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
司一直是用工大户， 加上公司带过来的配套上
游企业，目前用工达8000余人。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维泰说，
2008年开始，由于招工难，公司逐步将生产线
从广东清远迁往祁阳等内陆地区。

如何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 祁阳经济开发
区下了不少功夫。

祁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谢巧云
介绍，祁阳是人口大县，分散在各个乡镇，居住
不够集中。 园区了解到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
的员工主要来自祁阳县的白水镇、三口塘镇等7
个乡镇。 为此， 园区特为其开设了员工接送专
线，7个乡镇设置7条路线，40辆公交车每天接
送员工1000人左右。

谢巧云说， 园区帮有用工需求的企业举办
专场招聘会；逢年过节，还深入到每一个乡镇，
给在外打工返乡的村民做工作， 将他们留在家
门口就业。

张维泰介绍，公司生产线在转移过程中，实
现了升级改造，大部分传统的人工流水线生产，
已被半自动或自动化的机械生产线所替代，公
司最为紧缺的是懂机械操作的技术型人才。

为此， 园区和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合
作，为企业对口开设“凯盛班”，直接为企业输送
技术人才。2013年以来， 累计为园区内的企业
招聘、培训员工4万余人。

2011年以来， 永州全力承接科技含量高、
财税贡献大、资源消耗低、带动就业多的企业和
项目，并为其积极提供招工、物流、土地等各项
配套设施，对入驻企业“有求必应”，产业转移新
增就业人数累计超过100万人。

“主动对接，而非被动承接”
———看永州承接产业转移如何抢抓机遇

为加快示范区建设
贡献永州力量

———访永州市市长赵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