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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党报的宣传，帮我们把祁阳
石销到了美国、 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11
月底， 祁阳县凤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张中华高兴地对记者说。

祁阳石是祁阳县特有的石材， 早在唐
代开始开采、加工，清朝时曾成为贡品。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 因为多种原因，祁
阳石逐渐从大众视野消失， 近年才重新开

发。2016年以来，《湖南日报》与“新湖南”
先后刊发《精美祁阳石的前世今生》等多篇
报道，引发国内外爱石人士关注。从事祁阳
石开发的李飞说，党报对祁阳石的报道，发
挥了“一锤定音”的权威作用，文章被广泛
转载，让祁阳石名声远扬、销量大增。今后，
一定要认真读党报、学党报、用党报。

据悉， 祁阳县祁阳石协会等已主动订
阅2019年度《湖南日报》10多份。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陈宫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如何充分
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 将中央关于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落地落实？11月21日，
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田立文。

田立文介绍，近年来，全省法院为民营企
业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今年1月18日，省高院出台了
《关于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司法保障和服
务的意见》。今年3至4月，省高院对我省民营
经济营商环境课题进行专题调研， 并向省委
省政府提出保障民营企业经营自主权， 向民
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等对策和建
议。同时，按照最高法院安排部署，全面展开
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 在全省法院
进行摸排和清理。11月9日， 省高院党组专题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要求全省法院提高政治站位，牢
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将法院工作置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 切实保障民营企

业权益，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安心经营。此外，省高院出台《关于新形势下
进一步加强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在执
行攻坚中切实保障民营企业胜诉权益得到及
时实现；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打好
“三大攻坚战”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延伸司法职能， 对各类案件受理情况实行动
态跟踪，及时为党委、政府有效化解风险提供
决策参考，有效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谈到人民法院如何充分履行审判职能，
全面保护企业家各类合法权益，田立文介绍，
主要采取了4个方面措施———

一是加大民营企业家人身、 财产权利的
保护力度， 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
纠纷。对民营企业曾经有过的不规范行为，严
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对企
业家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
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规定，不得以犯罪论
处。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严
格区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

二是加强破产案件审理， 对于暂时经营
困难但适应市场需要具有发展潜力和经营价

值的企业，综合运用重整、和解等手段，促进
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企业转型升级。

三是加大民营企业与政府、 国有企业之
间案件纠纷的审理力度。 妥善认定政府与企
业签订的合同效力，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特
别是仅因政府换届、 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
约的，依法支持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妥善审
理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引发的民商事、
行政纠纷案件， 依法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
请求。

四是在执行工作中， 依法审慎适用强制
措施，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
案财物， 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下一步， 省高院将采取哪些举措为民营
经济发展提供司法护航？田立文介绍，省高院
将成立保障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做好涉民营企业相关审判执行工作， 研究出
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障的意见》，适时发布《民营经济司法保护白
皮书》，推动形成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法治
环境和氛围。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王锋）11月29日，株洲市率先全面
完成省委下达的2019年度《人民日报》《湖
南日报》等重点党报党刊发行任务，综合完
成率105.18%， 实现了党报党刊发行数量
稳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的目标。

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开始后，株
洲市委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全市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座谈会，安排部署，下发文件，明确职
责。要求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第一责任人”，充分认识做好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创新征订方
式，扩大覆盖范围，提高发行成效，以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确
保党报党刊发行任务顺利完成。

全市各县市区、各级各部门加强组织领
导，宣传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组织部门大力
支持，财政部门经费保障，邮政部门密切配
合，齐抓共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
保了党报党刊发行任务的全面完成。

湖南日报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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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批12月2日8时至20时的群众信访举报
件23件，其中重点件1件。至此，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我省转办4230件信访件。

第三十四批举报件中， 按地区分布为:岳
阳8件，长沙市、永州市各4件，郴州市2件，湘潭
市、衡阳市、邵阳市、娄底市、张家界市各1件。

三十四批累计交办4230件， 其中重点件

351件。分别为:长沙市1121件，衡阳市431件，娄
底市307件，岳阳市291件，邵阳市277件，郴州市
273件，常德市271件，永州市265件，湘潭市254
件，株洲市215件，怀化市199件，益阳市178件，
张家界市87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9件，省
发改委17件，省生态环境厅3件，省工信厅2件。

累计涉及大气污染的举报最多，占33.1%；
其次是水、噪声、生态、土壤、其他、辐射，分别
占23.7%、19.2%、9.8%、8.7%、5.1%、0.5%。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曹娴）省配
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协调联络组，
近日通报了耒阳市一家非法炼铅厂和一家
塑料颗粒厂污染环境问题的整改情况和问
责结果。

群众举报耒阳市一非法炼铅厂和一塑
料颗粒厂污染环境问题。经核查，群众举报
的炼铅厂和塑料颗粒厂位于水东江街道办
事处东口村十三组。 炼铅厂为谢某租用全
鑫洗煤厂场地开办，面积约2000平方米，未
办理任何相关手续，属非法冶炼厂。塑料颗
粒厂为耒阳市吉利塑料销售有限公司所
办，于今年4月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但未

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
耒阳市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立即将

该炼铅厂予以取缔。 对谢某非法炼铅的违
法行为， 耒阳市环保局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追究其法律责任。 耒阳市环境监测站对非
法炼铅厂下面约50米的水池和附近居民饮
用水井进行取样检测，未出现铅、镉、铜、锌
等重金属指标超标。

针对耒阳市吉利塑料销售有限公司擅
自占地兴建厂房、 非法占用林地和循环水
池外排废水等违法行为， 耒阳市政府依法
对其实施查封，耒阳市国土资源局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耒阳市林业局下

达《责令停工通知书》，耒阳市环保局下达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截至11月19
日，塑料颗粒厂已断水断电，沉淀池的缺口
已封堵，国土、林地手续正在抓紧办理。

经研究， 耒阳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
长陈海峰、 中队长谢高文对企业监管不到
位，耒阳市环保局党组决定对陈海峰、谢高
文予以诫勉谈话。东口村支部书记张厚文、
村委会主任梁承德、驻村联点领导李友健、
驻村联点干部梁媚排查不到位、 监管不到
位、履职不力，水东江街道党工委决定给予
张厚文、梁承德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李友健
通报批评，给予梁媚诫勉谈话处理。

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司法护航
———访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

党报助祁阳石“出海”

株洲率先全面完成
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已向我省转办4230件信访件

14个市州中长沙最多，达1121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少，39件
其中重点件351件；累计涉及大气污染的举报最多，占33.1%

耒阳市一非法炼铅厂和一塑料颗粒厂污染环境
因监管不到位、履职不力，6人被问责

2018年11月24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五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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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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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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3000
020181
123003
5

沅江市建工混凝土有限公司将工业固废
直接倒入南洞庭湖湿地保护区，填埋河道
20余米；生产废水、废渣偷排或渗透，污染
南洞庭湖湿地保护区； 擅自扩充土地，增
加厂区面积。

益阳市
沅江市

土壤,
水,生态

经沅江市环保局、林业局、水务局、国土局调查核实，“沅江市建工混凝土有限公司生
产废水、废渣偷排或渗透的问题”不属实，其他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沅江市环保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2.沅江市将组织水务、林业、环保、国土等部门针对该公司违规用地、占用河道湿地等违法行为进
行立案调查，严厉处罚，同时要求企业整改到位。
整改情况：企业正在按要求整改。

2

X43000
020181
123002
5

原常德湘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常德
市饮用水源取水口上游不足一公里，距离
沅江不足100米）， 非法炼铟造成土壤污
染，污染物流入沅江，影响饮水安全，炼铟
时产生刺鼻气味。

常德市
武陵区

土壤,
水,大气

经常德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及武陵分局联合调查，该信访举报件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原湘联实业厂已于2014年按“退二进三”的要求工业用地使用权被终止并收回国有。2.
常德市政府已停止对原湘联实业的“退二进三”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并安排原湘联实业疑似污染
地块的相关处置工作，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已启动相关治理修复工作。
整改情况：1. 常德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委托第三方完成了原湘联实业污染场地修复项目实施方
案，并督促第三方实施单位尽快完成治理修复。2.常德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完成污染场地修复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并对该项目予以批复。

4

X43000
020181
123004
4

益将河周边有多家畜禽养殖场污染益将
河，导致河水水质越来越差，河水呈黑褐
色。

郴州市
汝城县

水

经汝城县畜牧兽医水产局、环保局、国土局、水利局、集益乡政府、集益动物防疫站
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该区域共有规
模养殖场2个 （其中1家已停产）， 专业户及散养户13户， 总共存栏生猪、 羊964头
（只），规模养殖场和其它散养户均建有粪污处理设施，对粪污进行综合处理利用，
未发现有养殖粪污直排到益将河的情况；益将河上中下游水质均符合《国家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不属实

17

X43000
020181
123006
2

之前举报的松江村何家组匡明才夫妇养
猪污染， 三塘铺镇和村领导写虚假报告，
声称未对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造成影响，未
真正整改到位。

娄底市
双峰县

水
经双峰县畜牧水产局、三塘铺镇政府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其中反映“之前举
报的松江村何家组匡明才夫妇养猪污染，三塘铺镇和村领导写虚假报告，声称未对
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造成影响，未真正整改到位”问题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

属实
处理情况：三塘铺镇政府已做养殖户工作，要求维护好粪污处理设施，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处理后
的粪污不得外排，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做到种养平衡；同时增加清洗猪场次数。
整改情况：养殖户承诺逐步减少生猪存栏量，于本年底将养殖规模控制在50头左右。

21

X43000
020181
123004
2

永州洁源生物有限公司长期废气直排，异
味扰民，为逃避监管，夜间、周末、雨天开
始排污。曾多次向12369反映未果。

永州市
冷水滩区

大气

经永州市、冷水滩区环保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该公司10吨的蒸汽锅炉
使用生物质颗粒，建有三级除尘设施，在现场勘察中运行正常，并未发现废气直排，
也未发现异味产生源。11月26日夜间，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再次赶到现场对该公司进
行突击检查，检查过程中该公司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废气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的情况。

不属实

30

X43000
020181
123005
4

衡阳裕华化工公司大量污水排入厂外大
水塘，水塘下有排水暗管流入河中。

衡阳市
珠晖区

水
经衡阳市珠晖区经科信局、环保珠晖分局及金甲岭农场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投
诉反映“衡阳裕华化工公司大量污水排入厂外大水塘”属实。水塘下暂未发现排水
暗管。

属实

处理情况：1.衡阳市环保珠晖分局对水塘的水进行采样检测，显示氨氮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衡
阳市环境检测站到现场取水样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将依法立案查处。2.环保珠晖分局对该公
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的通知》，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活废水外排，限期建设污染防治设施。
整改情况：企业正在制定整改方案，并进行整改。

45

D43000
020181
123018
5

高盛澧源小区1-2楼餐饮油烟扰民， 当地
处理方案是高排，但是20多层楼的小区不
适合这个方案，希望另行选择。明天将强
制安装。

张家界
市永定区

大气
经永定区城管、环保、工商、食药等有关部门及南庄坪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举报情
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永定区环保分局对高盛置业公司未验先投、未按规定建设内置烟道违法行为，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20万元。
整改情况：11月26日高盛置业公司组织实施专用烟道安装施工，计划12月中旬竣工投入使用。

84

X43000
020181
123003
4

长沙市魅蓝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存在问题：
1.属于无环保手续、散乱污工厂；2.废气直
排，大量使用废弃木板作为燃料，污染严
重；3.生产污水未经处理，偷排、直排地下。

长沙市
望城区

大气,水
经长沙高新区白马街道办事处现场调查核实，“无环保手续”属实，“废气直排，大量
使用废弃木板作为燃料，污染严重；生产污水未经处理，偷排、直排地下”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长沙高新区城管环保局对企业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
整改情况：根据“散乱污”企业整治进度安排，将其纳入关停整治对象。依法对魅蓝洗涤厂进行关停
整治，预计2018年12月底前整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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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000
020181
123019
1

南京镇垃圾填埋场废水没有经过处理直
接排入舂陵江， 排污口的水呈现棕红色，
排污口在河边，污染井水和饮用水，多次
反映无果。

衡阳市
耒阳市

水
经耒阳市城管局、南京镇、水利局、环保局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问题属
实。

属实

处理情况：耒阳市环保局对渗滤液排放口废水、象江河总排放口废水、回龙村二、三组公井、车头村
四、五组公井四个点位进行了现场取样检测，各项数据均未超标。
整改情况：1.耒阳市环保局责成耒阳市固体废弃物处置管理处加强管理，及时覆盖场内垃圾和垃
圾填埋作业面以外库区的垃圾堆体，及时清理垃圾场周边截洪沟，减少渗滤液产生量，提升污水处
理工作效率。2.耒阳市固体废弃物处置管理处加强对运营公司渗滤液处理工作的日常考核，确保
渗滤液处理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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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000
020181
123016
3

石牛村桑丝组鑫磊矿业有限公司污水直
接排放到农田，井水呈黑色、味道刺鼻，部
分水井的铅、锰超标，无法饮用、灌溉。

长沙市
浏阳市

水
经浏阳市组织社港镇、环保局、卫计局对企业矿区、尾矿库、废水处理站、双狮组水
井等进行调查核实，“井水呈黑色、味道刺鼻，部分水井的铅、锰超标，无法饮用、灌
溉”不属实，其它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经社港镇政府调解，由企业给予受影响农户一次性经济补偿，企业对受损农田进行了清
理，现正在新增消力池自流渠道，预计于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2.浏阳市卫计局现场对距离企业最
近的双狮组3户居民在用井水进行采样送检；3.浏阳市环保局对企业总排口废水进行采样送检。
整改情况：1.社港镇督促企业于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消力池自流渠道建设；2.浏阳市环保局根据
检测结果依法作出处理；浏阳市卫计局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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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000
020181
123011
9

大浦镇长丰村将生活垃圾运到附近山上
填埋，没有相关设施，无覆盖，气味扰民，
污染水源。

衡阳市
衡东县

土壤,水 衡东县委办公室、大浦镇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大浦镇和长丰村加强监管巡查，禁止再向此处倾倒生活垃圾，将由长丰村统一收集后再
送至大浦镇垃圾处理中转站集中处置。
整改情况：大浦镇长丰村已对现有所有垃圾进行填埋，并用泥土加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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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000
020181
123015
1

新滩镇办事处江北社区江北垃圾填埋场离
资江河不到1公里，离城区自来水厂不到两
公里，没有按照规范设计，该垃圾场没有防
渗漏措施和管道，直接覆盖了黄土，上面无
绿化。 该填埋场污染了一百多口水井，600
亩土地。村民集体逐级反映，无果。

邵阳市
北塔区

土壤,水 经邵阳市城管局调查核实，该举报件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2011年6月，该场就停止接收垃圾，并在当年10月份按照当时整改的技术和要求进
行了污水收集、沉淀池修建，雨污分流，沼气导排，覆土种植绿化树木。2.2013年给附近百姓安装
了自来水，对农作物被污染进行了经济补偿；3.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取样检测对水井和土地
进行检测。
整改情况：已启动封场治理工作，前期相关手续基本完成，预计在2019年底前治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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