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天， 在岳阳召开的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推进会上，通报了《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警示片》曝光的岳阳、益阳两市8
个生态环境问题。 会议要求两市政府对曝
光问题立即展开整改。

据介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
片》由生态环境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
织， 深入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进行暗访、暗
查、暗拍，历时3个月，行程约10万公里。
该警示片是对长江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的
初步“体检”，披露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
生态环境共性问题和相关省市的具体问
题。

该警示片曝光了岳阳、 益阳两地在污
染排放、生态破坏、环境风险领域存在的8
个问题。

其中，岳阳5个：岳阳巴陵石化热电厂
将高浓度废水排入长江问题； 汨罗小型养
殖企业超标排放等问题；云溪区、临湘市辖
区多次发生侵蚀长江岸线、 堵塞长江水道
等问题； 云溪区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侵占
湖泊、污染环境问题；岳阳城陵矶废弃轮渡
码头不按规范装卸化学品硫酸亚铁， 导致
化学品大量洒落长江。

益阳3个：开采石煤造成严重的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 安化县杨林石煤场遗留大
量裸露山岩和废弃矿坑，矿坑废水镉、砷浓

度相当于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限值1000
倍，雨水冲刷后直接排入资江；赫山区宏安
矿业等在产石煤矿山， 未采取有效治理举
措。

会议要求岳阳、 益阳两市政府对曝光
的问题立即展开整改， 重点追究违法企业
法人代表责任， 问责违法行为背后既得利
益者， 坚决查处一些地方监管不力甚至纵
容包庇利益勾连问题。

针对警示片提到的长江经济带11省市
共性问题， 省直相关单位将牵头对各市州
进行全面摸排，来一次生态环境大“体检”。
明年一季度， 我省将召开专题会议验收整
改情况，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整治。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对长江“体检”

岳阳益阳8个生态环境问题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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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陈
淦璋）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该厅已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地积极部署安全生产和应急防范
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通知指出， 各级住建部门要充
分考虑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特点和
影响，切实抓好建筑施工、物业管理
区域、老旧危楼、城镇燃气、城镇供排
水、市容环卫、户外广告、生活垃圾处
理场和建筑垃圾消纳场、 公园游园、
建筑玻璃幕墙、 城市道路（桥梁、隧
道） 等领域和区域的安全生产工作。
冰冻期间， 在建工地要暂停室外作

业，不能确保安全的室外公园、游园
要临时予以关闭，严防因冰雪造成山
体滑坡和工程垮塌，防止发生人身伤
害事故。各级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要督
促物业管理区域抓好防火消防工作。
各级城管部门要统筹做好扫雪除冰
防冻工作预案，落实责任分工。

通知要求，各级住建部门要督
促供水、供气企业加强设施的安全
检查和维护检修，对因冰冻受损的
市政基础设施要及时发现并迅速
组织维修， 确保设施正常运行，防
止大面积、长时间停供。 要突出抓
好燃气气源保障工作，确保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正常安全供应。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
晗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根据气象
预告， 未来几天我省将有一次强冷
空气及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经
长沙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指挥
部同意， 长沙市应急办决定从12月
28日9时起启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Ⅳ级应急响应。 为应对恶劣天气，长
沙交警部门将根据《冬季恶劣天气
交通应急预案》 要求， 加强警力部

署、路面管控、指挥疏导，全力确保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根据应急预案， 长沙交警将落
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 在保证正
常勤务的同时，夜间（22时至次日7
时30分） 城区大队共安排不少于80
名警力值班备勤， 随时处置突发应
急情况。

对易结冰的桥梁、弯道、坡路等
道路进行重点排查，做好应急准备。

如发生不符合安全通行的雨雪冰冻
天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管控。 加强
对桥梁、隧道、城市主干道、出入城
道路的管控，每天7时至22时安排警
力全天执守，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为确保万家丽快速路通行安全，恶
劣天气条件下， 将对万家丽快速路
视情况采取交通限制或交通管制措
施。 加强对环城高速公路、主要国省
道和危险路段的巡逻管控。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知

多部门联动加强灾害天气安全防范
住建系统部署应对寒潮来袭

冰冻期间在建工地
暂停室外作业

长沙交警严阵以待应对恶劣天气

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应对新一轮寒潮
省会百支电力抢修队24小时待命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奉永成）下放审
批权限，取消发证检验。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湖南省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照分离”改革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我省“放管服”改革加速推进，从12月1日起，
已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照
分离”改革，着力解决“准入不准营”问题。

“证照分离”改革是指将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
证分离出来，尽可能减少审批发证。我省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证照分离”改革，针对生产许可证管
理的24类产品， 对省级发证的产品实施“先证后
核”，对食品相关产品实施“承诺告知”，对省级发
证的危险化学品继续实行“实地核查”。同时，取消
发证检验， 审批发证前， 不再对企业实施产品抽
样、封存和检验；除涉及产业政策需提供相关材料
外，仅需提供符合规定的申请单、保证质量安全承

诺书和产品检验合格报告，就可实现一次申请、审
批，办理一张包含多个产品类别的许可证，将以前
的“一企多证”改为“一企一证”，企业负担大大减
轻。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企业生产条件若无重大
变化可免于实地核查。

审批权限下放，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将省级发
证的17类产品生产许可受理、审查、审批权限下放
市（州），便于现场取证、检查监管。对采取“先证后
核”和“承诺告知”的取证企业，在发证后30日内，
市场监管部门将派出核查组进行核查。 一经发现
企业提交虚假检验报告，或核查不合格的，发证机
关将撤销其生产许可证；如果企业作出虚假承诺、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检验报告等材料，将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同时， 还将突出风险管
理，保持严查严管态势，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

“放管服”改革加速推进
全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照分离”

图/李雅文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新一轮寒潮来袭，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防范迫在眉睫。 今天，
省安委办、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
知，多部门联动加强今冬明春灾害
天气安全防范。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晚起至31
日，我省将出现大范围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大部分地区有冻雨和道路
结冰，全省交通、电力、通信、农业、
林业和居民生活安全或将受到较

大影响。
通知要求， 此轮寒潮期间，我

省公安交警部门将制定车辆疏导
和分流方案，对全省重点路段路面
进行隐患排查， 设置警示标志，加
强重点路段管控， 采取间断放行、
分段放行、警车带道压速通行等措
施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交通
管制，严防发生大面积、长时间交
通拥堵和重特大交通事故。

交通运输部门将加强对高速
公路、桥梁等易结冰部位的排查和
防范， 做好国省干道道路积雪清
理，保证道路正常通行；同时，及时

疏导道路、场站

滞留车辆、船舶、旅客，严防发生事
故。

应急(安监)等部门将对工矿商
贸、消防、建筑施工、旅游、地质灾
害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隐患排查
和整治，遏制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
事故发生。

经信、住建、供电、供水、供气、
电信等部门将全力稳定电煤供应，
加强油气保障，备足备齐抢修力量
和物资装备，确保不出现大面积供
水、供电、供气和通信中断，保障人
民群众正常生活。

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强督查指
导农作物尤其是农业设施的防灾

工作、畜禽管理，强化动物防疫和
疫情监测，严控恶劣天气造成不良
后果。

通知还要求全省各级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和安全生产救援队
伍进入待命状态，卫健部门、民政
部门针对性做好减灾救灾相关准
备，一旦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形成灾
害， 可在最快时间内应对处置、提
供所需救援
和服务。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伍巧佳 王瑶） 受强
冷空气影响，长沙迎来新一轮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记者今天从国网长
沙供电公司了解到， 入冬以来，长
沙市用电负荷迅猛攀升，预计本轮
寒潮全市用电负荷将突破700万千
瓦。

针对此次寒潮，国网长沙供电
公司提前谋划，积极应对。一方面，

加快推进电网建设，完成12项
35千伏及以上重要变电
站投产送电， 有效解决
度冬设备重载问题。 另

一方面， 扎实开展设备隐患排查，
结合专业化巡视，排查并处理隐患
210处， 确保输变配电设备健康运
行。 为全力做好供电保障，该公司
不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加强电力
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组织，成立了
100支电网特巡小分队和电力抢修
小分队，24小时待命抢修电网故
障。 同时, 开展防冻融冰演习和桌
面推演， 全面做好防冻融冰准备。
目前，该公司已启动应急机制和领
导带班制度， 配足应急物资和车
辆，确保突发情况统一指挥、快速
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