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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曹娴）想看
看身边的垃圾、污水如何处理，环境质量如
何监测，你只需拨打电话预约即可。近日，生
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公布全国第
二批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
公众开放名单。其中，我省13处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

这一批我省向公众开放的环保设施有3
类，分别是环境监测、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

理，分布于长沙、株洲、湘潭、邵阳等10个市
州。公众可以通过公布的设施单位联系人和
联系电话， 预约参观。

2018年1月， 全国首批环保设施和城市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 我省4家单位
入选， 分别是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湖南
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餐厨垃
圾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至此， 我省向公众开放的环保设施共达

17处。
据悉，我省首批环保设施目前已向公众

开放245场次，参观人数1.2万人，主要有学
生、企事业单位人员、社区人员以及市民。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2020年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符合
条件的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向社会开放，接受公众参观。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彭雅惠）昨
天，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消息，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全国煤矿安全培训
整治和专项监察发现问题的通报》， 通报了
该局2018年对全国煤矿安全培训整治和专
项督察情况。 其中，涉及我省煤矿存在14处
突出问题，主要包括湘煤集团6处、郴州市1
处、娄底市3处、株洲市1处、衡阳市2处、长沙
市1处。

去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对全国煤矿
安全培训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共检查煤矿
3873处， 煤矿上一级公司133个、 培训机构
538个， 抽考煤矿矿长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4326人、其他从业人员11497人。

在我省监督检查时发现，湘煤集团嘉禾
矿业公司矿长雷某某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不合格，被调离岗位；嘉禾县马鞍
山煤矿副矿长李某某随机抽考不合格，被调
离岗位；湘煤集团牛马司矿业公司、湘煤集
团湘永矿业公司、 冷水江市杨梅岭矿业公
司、冷水江市涟溪矿业公司、新化县繁荣矿
业公司铜车坝煤矿、 攸县景佳春矿业公司、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铁箕山煤矿、

湖南黑金时代牛马司矿业公司水井头煤矿、
耒阳市富新煤矿、耒阳市安达利煤业公司金
财盆煤矿等10处煤矿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
岗；浏阳市澄潭江煤矿公司从业人员未经培
训合格上岗；湘煤集团祥和煤业公司从业人
员不按国家规定脱产再培训。

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我省将按照相关规
定对所通报的煤矿作出处理， 并于6月份对
全省煤矿安全培训工作进行专项执法抽查。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廖婷 ）湖南联通近日在全省各地陆
续开放5G体验活动。 3月12日，在益阳联通
金山南路高新旗舰营业厅举办的益阳首个
5G业务体验日中， 益阳市民领略到了5G科
技的魅力。

5G是目前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最高
峰，具有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三大特性。
在体验现场，市民亲身测试，5G网络设备下
载速率可达1.5Gbps左右， 下载一部高清电
影仅需1至2秒， 比4G网络的传输速率快了
近10倍。 在现场体验的消费者纷纷大呼“过
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场的演示环境并
没有全部放开带宽，5G传输速率实际可以
达到20Gbps以上。

大带宽必然带来高质量的视频回传或
直播。 记者在体验现场看到，户外的无人机
拍摄的4K视频即时回传到室内的4K屏幕
上，图像清晰、画面稳定，没有任何延迟或卡
顿。 工作人员表示，现有的5G技术已经能够
实现16路4K超高清视频同时在线点播，这
对于用户而言将是一种全新的极致体验。

之后体验的AR虚拟控制和机械手臂，
则是通过一系列传感设备与5G技术的结

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工程师对设备实施精
准远程控制，在未来的工业时代必将大有可
为。

湖南联通负责人表示，未来联通将主要
面向城市管理者、工业领域、广大个人消费
三大领域。将综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形成一张综合“城
市神经元”和“城市脉络”的综合性神经网
络，打造“智慧城市”。

三湘时评

�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沙兆华）3月
12日至14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
关春赴邵阳调研。他要求强化融合理念，全面
推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提升基层综合治理
能力，切实守护好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此次调研，黄关春重点关注政法综治基层
基础建设，先后来到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上
堡村，邵阳县塘渡口镇塘坪村，新邵县酿溪镇
佳源社区、 雀塘镇桑德产业园和坪上镇清水
村。 每到一处，黄关春都认真查看办公场地，询
问人员配置情况。 他指出，要不断推动社会治
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协同推进基层综治中心、
“一村一辅警”、人民调解组织、公共法律服务站
点等一体化建设， 真正形成基层工作有人抓、

有人干、有成效的良好局面，筑牢平安根基，维
护好一方和谐稳定。 在调研“一村一辅警”站点
时，黄关春称赞邵阳“一村一辅警”经验为全省
树立了榜样，做法迅速在全省得到推广，希望
邵阳进一步完善“一村一辅警”的责任清单、组
织运行、队伍管理等机制，继续探索出值得借
鉴的经验， 也希望邵阳管好用好这支队伍，为
“平安邵阳”建设贡献力量。

调研了邵阳县公安局和司法局后， 黄关
春表示，各级公安部门要实施科技强警战略，
实现对刑事犯罪的精确打击， 保护好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司法行政部门要不断壮大
律师、法律工作者队伍，使群众不出村(社区)
就能享受到公共法律服务。

黄关春赴邵阳调研指出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官网3月13日发布《2018年棚户区改
造工作拟激励城市名单公示》称，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
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要求，经组织专家对各省
（区、市）上报名单进行评选，确定2018年棚改工
作拟激励支持的全国12个城市， 我省长沙市入
列。 名单公示时间为3月13日至19日。

抓实抓好棚改这一重大民生工程，长沙

市2018年完成棚改2.29万户，13个城中村实
现拆迁清零，5580户群众分到了新房，9121
户居民新入住公租房。 近些年，长沙市棚改
坚持“四增两减”（增加公共绿地、公共空间、
配套设施、支路网密度，减少居住人口密度、

开发强度）的公共政策，同时坚持因地制宜，
避免大拆大建，留住街坊乡愁，不断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还在2018年底被国务院
办公厅列入“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
130项典型经验做法”，给予通报表扬。

住建部对全国12城市棚改加大支持力度
长沙市入列，其棚改经验去年获国务院督查肯定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袁玉生）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今天在
长沙召开。 会议提出，以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为统揽，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
利益并重，着力构建高效的现代粮食流通体系
和统一的物资储备体系，全面提高粮食安全和
战略应急储备安全保障能力。

会议部署，2019年要坚定不移推进稻谷
收储制度创新变革，确保不出现大范围“卖粮
难”、不出现粮食供应脱销断档和价格大幅波
动。 要主动对接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
的要求， 全面强化粮食流通监管和各类储备

监管。要以“优质粮油工程”和“新增粮油千亿
产值行动计划”为载体，加快构建现代化粮油
产业体系。要全面加强粮食流通、物资储备和
应急保障的信息化建设。 要引导农民对接市
场需求发展粮食生产，加快发展草本、木本油
料，提高粮油自供能力，实现总量平衡基础上
的结构平衡。

今天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全省智能粮食管
理系统项目上线仪式。 该系统实现了地方国
有粮库全覆盖，可提供动态可视化监控，并为
粮食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精
准、全面、专业的数据支撑。

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提出
构建高效的现代粮食流通体系

我省17处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看垃圾、污水如何处理，看环境质量如何监测，可打电话预约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通报
我省煤矿安全培训存在14处突出问题

联通5G体验 消费者大呼“过瘾”
下载一部高清电影仅需1至2秒， 比4G网络的传输速率

快近10倍

郑闻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确定
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这不啻为重负如山
的广大基层干部的福音。

怎样切实为基层减负？ 必须破解困扰基
层的三个深层次矛盾：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这是老话了。
骆驼穿不过针眼，线是可以穿过的。 但千条线
一起，要穿过也难。 怎么办？ 把上面的线口减少
一点是其一。 历次机构改革，都在精简上面的
机构，把该由社会办的交给社会，该由市场决定
的交给市场，该归并的归并，要贯穿到底的线自
然就少了。 把下面的针眼做大是其二。 针眼变
大了，穿过的线自然就可以多一些。 不加强基
层基础，很多工作无法落地、做实。 2018年开始
的本轮机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导向，就是“加
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基础”。 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
置职能，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使基层有人有权有
物，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
层事情有人办。 让上面的线有序穿过针眼是其
三。 如果所有的线要同时穿过，只怕最大的针
眼也难以做到。

“上面千张嘴，下面一双腿”。做工作，既要
有人动嘴又要有人动腿。但如果上面动嘴的人
多， 下面动腿的人少， 那动腿的人就是5+2、

白+黑、8+X，天天忙得团团转，也完不成动嘴
的人的要求。发文、开会、要材料，都是动嘴的
一种方式，但谁来落实？ 怎样落实？ 能不能落
实？动嘴的人通常是不管的。于是以文件贯彻
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材料应付材料，就
成为不可避免。 毛主席曾一针见血指出：“今
天通知明天要，只能是假报告”，批评一些地
方报材料要求过急。 “上面千张嘴，下面一双
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歪嘴和尚一大堆，指
令不一，你要往东，他要往西；你要干这，他要
干那， 弄得跑腿的人不知所措， 只好疲于奔
命，或者原地打转，干不成几件像样的事。

“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 这主要是指
对基层干部的压力积聚和严苛问责。 钉子不
敲是进不去的，但千万把锤子一顿猛敲，钉子
也是受不了的。不少基层干部，工作保障不充
分，工作责任一大堆，工作压力千钧重。 据专
家调查， 现在的乡镇， 责任状最多的签了51
份，最少的也有36份。 而且一年到头，只见各
级主管部门走马灯似地督导检查， 让基层没
有多少时间安安心心地做事。 过于频繁的各
类问责， 也让部分基层干部患上 “问责恐惧
症”“问责麻木症”。好在中央对这类情况了如
指掌，已经在全力纠偏：一是大幅度清理精简
各类督查检查考核； 二是解决重 “痕” 不重
“绩”、留“迹”不留“心”现象；三是解决问责泛
化简单化的问题，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
不允许动不动签“责任状”。

为基层减负
要破解三个深层次矛盾

依法严格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调研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通讯员 蒋海洋 记
者 刘文韬）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自然保护区建
设和管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3月11日至14
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赴长沙、岳阳、
衡阳、郴州开展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题
调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力力参加调研。

开展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题调
研， 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一项重
要活动。调研组对长沙、岳阳、衡阳、郴州在自
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同时也指出还存在法治建设不完善、规划
欠科学合理、体制不顺、投入不足等问题。

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发展理念为统揽，
处理好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 尊重历史和面
对现实、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完善规划和优
化布局之间的关系， 依法严格抓好抓实自然
保护区管理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 科学合理调优自然保护区范围和
功能区规划。要强化组织领导，分级分区加强
管理，切实做到权责明、任务清。 要建立健全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 加大政策资金支
持力度，妥善解决民生问题。

此前， 省人大常委会还赴福建福州调研
了当地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 学习借鉴
相关工作经验。

产业发展
促就业

3月13日， 东安县经开区工
业园瑞麟电业生产车间， 工人
在加工数据线。 近年来， 该县
实施“产业促发展、 发展带就
业、 就业保稳定” 工程， 引进
伟丰服饰、 瑞麟电业、 歌诺雅
乐器等1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
用工人数达4500人， 让农村富
余劳动力就近培训、 就地上
岗。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严洁 摄影报道

� � � �附：我省第二批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名单
地区 设施种类 设施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1.长沙 垃圾 湖南仁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731-84252498/13548940885
� � � � 2.长沙 垃圾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0731-88434080
� � � � 3.株洲 污水 株洲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0731-22515825/18807330001
� � � � 4.株洲 污水 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0731-28111931/13975392338
� � � � 5.湘潭 污水 湘潭中环污水有限公司湘潭市河东污水处理厂 0731-58531181/13786284037
� � � � 6.邵阳 污水 邵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0739-5228757/18173956667
� � � � 7.常德 监测 常德市环境监测站 0736-7796389/18073602029
� � � � 8.张家界 污水 张家界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0744-2880216/18607442920
� � � � 9.益阳 污水 益阳沅江市污水处理厂 0737-2713778/15116719299
� � � � 10.益阳 垃圾 光大环保能源（益阳）有限公司 0737-6715809/15073177781
� � � � 11.娄底 污水 娄底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0738-8581599/15173866368
� � � � 12.怀化 污水 怀化市全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0745-2261111/13517450820
� � � � 13.湘西 污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15007428976

� � �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贺威）3月12
日至14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
在常德、张家界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
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不断开创
我省宣传思想和文化旅游工作新局面。

蔡振红先后深入澧县城头山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石门县夹山国家森林公园，慈利县茶
林河丑柑基地、红岩岭户外体育健身项目、大
峡谷红旗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武陵源区袁
家界风景区、 协合乡民宿群考察， 分别在常
德、张家界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
意见建议。

蔡振红肯定了近年来常德、 张家界宣传

思想工作和文旅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效。 他
强调，要认清形势、把握大势、发挥优势，遵循
文化和旅游本身的规律，突出文化引领作用，
将融合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要加强队伍
建设、文艺管理，注重用好互联网，树立“大文
化”概念，推动文创产业、民宿等文旅新业态
发展，提升城市文明创建水平，持续推进文化
与旅游深度融合。 要抓好“一平台两中心”推
广建设，更好地教育、引导、服务广大党员和
群众。要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结合本地实
际，在新闻、理论、文艺、出版等方面，开展丰
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展示各地取得的辉煌业
绩和伟大成就， 凝聚起筑梦新时代的磅礴力
量。

蔡振红在常德、张家界调研时强调

持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荨荨（紧接1版①）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车载
数据特别是车载视频数据激增，而目前车载视
频数据普遍采用乘务员U盘人工转储的方式
进行，经常出现U盘损坏、视频丢失或人为破坏
等问题，给机务段运用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为实现车载视频数据的自动无线高速

下载， 中车株洲所与华为合作开发出面向
轨道交通应用场景的5G转储系统， 并于去
年11月在成都机务段进行装车应用， 有效
解决了目前人工操作存在的数据缺失与异
常问题， 为机车运用分析提供了丰富数据
支撑， 有效保障了机车运用安全。

据介绍，5G转储系统的研制成功， 将破除
大数据智能运维应用场景下的数据传输瓶颈，
不但可广泛应用于干线机车、 高速动车和城轨
列车，还可应用于风电、电动汽车等其他领域进
行高带宽数据传输，将为我国在5G时代抢占国
际轨道交通高端市场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荨荨（上接1版②）
据悉，5G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示范街

区的打造，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目前，
“五一商圈” 已实现5G信号转化的Wifi热点
24小时覆盖， 智能清扫机器人将于5月初在
商圈运行， 智衣管家也将在商圈开设体验
店。

活动现场，市民可以通过显示屏看到橘
子洲和岳麓山的4K高清直播画面， 实时观

测到景区的人流量、 交通情况和景区情况，
为出行作出更加科学的决定和行程规划。此
外，云VR、AR人脸识别、智慧停车、智能清
扫机器人等5G智能应用，也让现场市民直呼
“有意思”。

天心区区长黄滔介绍：“‘五一商圈’平
均每天人流量近20万人次，5G应用后能为
他们提供更便捷、智能的服务。通过示范街
区的打造，能吸引一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企

业扎根天心区，加速推进天心区智慧城市建
设。”

“5G技术应用于医学、教育、无人驾驶、
新零售、家居等领域，将真正实现万物互联。
当5G实现大规模商用后，一些原本停留于想
象或尚不成熟的技术将找到应用场景，比如
无人驾驶真正上路， 无人工厂真正实现，坐
在家里就能环球旅行等等。” 中国联通长沙
分公司工程师李亮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