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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

“我回来了。”22岁的怀化籍潜水员熊吕
给家里打电话说。

6月12日下午3时35分，长江湖北监利段
沉船事件救援现场的最大起吊船“湘救捞
02”，在完成全部任务后，从现场水域返航，
抵达长沙船舶厂。

“‘湘救捞02’是最后一艘离开现场水域
的工程船。我们已经整整10天没下船了。”熊
吕告诉记者。

湖南力量成为沉船救捞主力
6月2日8时15分左右， 熊吕接到了马上

登船前往现场救援的命令。
这是熊吕从事潜水员工作两年来，第一

次接到这么突然的上级命令。他也是第一次
离开湖南执行任务。

“以前，我主要做一些水下沉船、沉物的
打捞作业。”

“湘救捞02”是一艘起吊船，没有自航能

力，需要有较大马力的拖轮拖行。
6月2日11时30分， 载有8名潜水员的

“湘救捞02”，在一艘紧急租借的580马力拖
轮拖行下，向事件水域开航。

由于这条拖轮牵引500吨起吊能力的
“湘救捞02” 仍有些吃力， 行至岳阳段水域
时， 湖南省地方海事局又紧急调派了一艘
1200马力的拖轮护航。

6月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 经过约23
小时的航行，“湘救捞02”抵达了现场。

“当时最快到达的起吊船是湖南岳阳的
‘湘岳工001’， 第二艘来自中铁大桥局，‘湘
救捞02’是第三艘，也是起吊能力最大的。”
熊吕说。

抵达现场后， 熊吕和其他7名潜水员就
开始连续通宵作业。

湖南的两艘起吊船是最快抵达现场的
水上救援力量，因此一到现场，就立刻执行
沉船的起吊扶正任务。

“起吊前首先要在沉船船首与船尾位置，
共挂4根主钢缆，固定在起吊船上，才能进行

沉船起吊作业。我们的潜水员全部在甲板上
进行穿钢丝作业，最艰难的水下穿钢丝作业
都由现场的救援部队完成。”

“湘救捞02”负责指挥调度的湖南航务工
程公司副总经理吕彦介绍，6月5日， 沉船被扶
正起吊浮出水面后，船员们才开始轮班休息。

6月10日上午10时， 沉船离开事发水
域，最后任务确认完成后，“湘救捞02”开始
返航。

“这一次悲痛地救援行动，让我开始重
新审视自己的职业。”熊吕说，自己原以为潜
水员是个轻松的工作，这次才深切体会到自
己也承担着这么大的社会责任。

将申请成立省级救援打捞机构
“湘救捞02”的8名潜水员，平均年龄仅

24岁。
来到长沙船舶厂迎接他们的湖南省地

方海事局局长钱俊君， 不禁为他们的勇气、
坚守和毅力感动。

“他们是湖南水运安全的珍贵人才资源，

非常难得。” 钱俊君是第一个抵达沉船现场
的地方海事局长。

此次湖南海事救援力量反应快速，为沉
船救援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让钱俊君对今后
湖南的水上救援打捞工作有了新思路。

“如何更快提高我们的救援速度，提升
我们的救援队伍素质，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工作。”钱俊君说。

钱俊君的想法，与湖南航务工程公司总
经理左立龙不谋而合。

“我省有梯队较好的潜水员，有较大起
吊能力的救捞船，接下来还要成立专门的水
上救援打捞管理机构。” 左立龙透露，“湘救
捞02”等水上救援打捞设备、人员的管理，目
前委托省地方海事局下属的湖南航务工程
公司管理。

“平时的设备保养、人才建设必须有专
门机构管理。”左立龙说。

钱俊君向记者透露，省地方海事局正向
省里申报， 积极筹建专门救援打捞机构，为
水上安全护航。

湖南高速上看“绿色”广告
258块环保公益广告牌亮相22

条高速公路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萍）

“多一份低碳，少一份‘霾’怨，请选择绿色交通”、
“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驾车行驶在湖南省
内的高速公路上， 到处可见一幅幅宣传环境保护
的公益广告牌。

记者今天从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获悉，
从新修订《环保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个环境日开
始，省环保厅在全省22条高速公路沿线，发布了
258块环保公益广告牌。由包括大型电厂、环保企
业、保险公司、固废企业等73家企业，与省环保宣
教中心共同冠名。旨在加强环境普法教育，警示环
境污染企业，加强环保公众参与。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陈潇

一年前， 因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便投
入生产， 位于绥宁县的湖南中集竹木业
发展有限公司被环保部门责令停止生
产。但记者6月11日至12日随省人大常委
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进行暗访
时，却发现该企业无视“禁令”，一年来依
然开工生产， 对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带
来严重影响。

到达企业所在的绥宁县长铺乡袁家
团工业园时， 尽管天下大雨， 但远远望
去， 几个正在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在大
雨中仍格外显眼。 举报人向记者展示了
他在不同时段拍摄的工厂烟囱排污视
频，并指出工厂排污是有时间选择的，一
般在清晨和晚上排污最为严重， 排出的
都是大量浓黑色的烟雾。

一位住在厂区附近的居民告诉记

者，以前的袁家团山清水秀，环境优美，
但自从企业建起来后， 这里的天空就经
常灰蒙蒙的。“家里只要一天不打扫，桌
上就一层灰，都可以在桌上写字。”这位
居民无奈地说，“菜地里也是一层灰，菜
也卖不出去， 因为本地人都知道这菜没
法吃，像白萝卜根本洗不干净，种的柑橘
等果树也结不出果。”

“我别的什么都不怕，就怕这些粉尘
会对小孩的身体造成影响。”另一位家里
有着两岁曾孙的老人忧心忡忡地说。

据了解， 去年7月初， 由于企业需
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 主体
工程便投入正式生产， 邵阳市环保局
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
令企业立即停止生产， 但企业却未按
要求停工，而是继续生产至今。该企业
一名姓李的负责人承认， 目前工厂主
要采用的是水幕除尘系统， 废气排放
没有达到新环保法所要求的排放标

准。 而新的布袋除尘设备将于今年8月
安装完成，届时排放的废气将会全部达
到新环保法标准。

对于企业这种无视“禁令”继续生产
的违法行为， 环保部门为什么没有依法
采取措施呢？ 绥宁县环保局监察大队负
责人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该企业正在整
改，承诺尽快完成新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另一方面则有着经济和就业等方面的考
虑。该企业目前是绥宁县最大的企业，每
年向政府纳税1000多万元， 解决了当地
1500余人的就业问题。

“当前一些地方领导对环保不够重
视， 为一些税收大户‘打招呼’、 开绿
灯 ， 导致个别污染排放企业有恃无
恐。”6月12日下午，执法检查组将此次
在邵阳检查的情况，向邵阳市政府及有
关部门进行了通报，并提出批评，要求
加大监察力度，依法处理企业的违法行
为。

禁渔期，有人竟在
洞庭湖北洲水域肆意捕捞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谭宇 张脱冬

东洞庭湖春季禁渔到底禁得怎么样？6月12日
下午，记者跟随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暗访，
在东洞庭湖北洲水域，志愿者发现30多条捕虾船，
当场截获3条捕虾船。 渔政部门抓获6名违禁捕捞
者。

每年的东洞庭湖春季禁渔时间为3月10日
12时至6月30日12时。6月12日13时许， 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接到举报， 志愿者胡伏林、 徐立
君、徐沐辉等驾冲锋舟，朝东洞庭湖北洲水域进
发。约1个小时后，君山后湖香炉山水域发现有
渔民用虾笼船捕虾，志愿者先后截住了3条捕虾
船。 每条船上都有刚捕的龙虾， 多的有近10公
斤。 徐沐辉旋即向岳阳县渔政局北洲站站长彭
向明进行举报。

约一刻钟后， 北洲站副站长张鹏程等3名渔
政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处理。来自湖北的渔民张新
前交代说：“是10号放的虾笼，船上有200个，水里
还有400个，是收龙虾的老板张老五组织的。”

16时20分，志愿者在扁山岛附近遇到了1条
捕虾船，渔政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了警告和驱赶。
随后，扁山岛西北水域黑压压一片，有30多条捕
虾船正在捕捞。 彭向明说：“船太多了， 抓不过
来，只能驱赶。”

6月11日，湘潭市新景家园小区，市民将废旧电器、电池投进电子垃圾绿色回收箱。近日，湘潭环保协会联合多个环保企
业，共同开展电子垃圾回收活动，在市区各小区内和学校门口，设置了印有“环保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字样的绿色回收
箱，倡导市民参与环保回收，践行绿色生活。 方阳 摄

比袜子数量的时候到了
雨水可能从双休日一直下到下周五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一日骄阳，一日暴雨，夏天就是这么任性。不
过雨季里总归是雨天多，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

“问世间晴为何物？只叫人晒不干内裤。”双休日，
湘中以北地区又是暴雨光临， 而且雨可能会一直
下到下周五。

雨水天天都有， 又是比拼袜子和内裤数量的
时候了。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雨季来临，要关好
门窗，不让潮湿空气进入屋内，石灰等干燥剂都是
很好的除湿设备，1公斤生石灰能吸附空气中大
约0.3公斤水分。把石灰装在木箱里，天潮湿时，打
开盖，同时不要开大窗，就能使室内空气保持干爽
宜人， 有条件的家庭还可以使用除湿器来抽取空
气中水分。

其实， 虽说雨季晒不干衣裤， 但天气凉凉
的，倒也舒服。要不了多久，即使下雨天也会越
来越热，直到有一天，雨季结束，那就是酷热的
夏了。

省气象台预计，13日至15日， 全省有一次
暴雨天气过程， 湘中以北有洪涝发生。13日至
14日为过程最强降雨时段，湘中以北、湘西南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15至16日
湘北、 湘西北局部地区有暴雨。17至19日省内
自北向南还有一次大到暴雨过程，湘中以北局
部有大暴雨。

参与长江沉船事件救援的最大起吊船“湘救捞02”12日回到长沙———

“我们是最后离开的工程船”

月桂聊天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便投入生产，环保部门责令停工，但一年来———

湖南中集竹木业公司无视“禁令”继续生产

人人争做环保参与者
全省新《环保法》知识竞赛落下帷幕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曹娴）生活废弃
物应当如何处置、 公民享有哪些环保权利……这
些问题你能答对吗？截至5月15日，全省新《环保
法》 知识竞赛活动共有45.18万人参与网上答
题。6月12日，在长沙市公证处公证员的公证下，
省环保厅宣教中心采取电脑摇奖的方式，从3个
分数段中先后分别抽取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共计330名。 其中10名一等奖可分别获得1000
元奖金。

此次知识竞赛采取网上答题的方式， 每次
由计算机在试题库中随机抽取30道试题。 参赛
人员进入省环保厅网站实名注册后即可进行答
题。从网上答题情况看，参赛覆盖面广，全省14
个市（州）均有人参赛，涉及137个县（市、区）；有
热心市民独立参赛，也有企事业单位、中高等院
校、街道社区等580多个单位组织参赛；省外还
有7050人参赛。 阅卷和统计也全部由计算机完
成。从阅卷情况看，答题正确率在90％以上的达
17.99万份，其中获得满分的有5.68万人。

不少参与者在网上留言表示， 环境保护与
每个人息息相关， 关乎子孙后代， 通过参加竞
赛，提高了对新《环保法》的了解，收获很大。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张靖之）记者今天从省司法厅获悉，今年国家司法
考试报名考试时间已确定。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
时至7月5日24时，考试时间为9月19日、20日。

报名统一为司法部网址：http：//www.moj.
gov.cn。 报名人员须在规定的时间在网上完成报
名、上传符合要求的电子证件照片、交纳考务费。
我省不再进行报名现场确认。 经司法行政机关审
核，准予核发准考证的，报名人员于9月4日至18
日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国家司法考试
6月16日起报名

（上接1版）
视频会充分肯定前段防汛抗灾工作取得的

阶段性胜利， 要求科学把握防汛抗灾面临的复
杂形势。会议分析，前一段，全省降雨过程接二
连三，呈现间歇期缩短、局部降雨强度加大、复
杂性增强等特点，加之土壤含水量日趋饱和，江
河湖库底水抬高， 后期降雨过程叠加的风险增
大，防汛抗灾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视频会上，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戴道晋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科学预测、正确决策、有效
指挥、全力抗灾，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坚决
杜绝群死群伤，不垮一库一坝，不溃一堤一垸，
确保交通干线安全，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在
抗灾的关键时刻， 各级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党员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防汛抗
灾工作成效检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要
加强监测预警，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库防
守、水库及内湖调度、城市防涝、中小河流洪水
防御、矿山防灾等重点，做好抢险救灾准备，严
格落实防汛责任。

省军区副司令员戴焕出席视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