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曹娴）根据
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部署安排，省水利厅加快推进涉
水环境问题整改，近日下文明确要求各地全
面清查、 全面禁止自然保护区河道采砂行
为。

8月3日，省水利厅下发《全面禁止在自
然保护区范围内进行河道采砂活动》 的通
知，明确要求全面清查自然保护区河道采砂
情况， 全面调整自然保护区河道采砂规划，
全面禁止自然保护区河道采砂行为，建立自
然保护区河道采砂监管联动机制。

成立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由厅长担任第一责任人， 下设采砂问题整

改、小水电项目整治、农村安全饮水、水污染
治理和水生态保护、 环保督察责任追究等5
个专项工作小组。根据整改任务清单，一项
一项精细落实、一环一环精准推进、一件一
件整改销号。

自然保护区内全面实施禁采。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洞庭湖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
源保护区等敏感水域全面实行禁采，建立联
动协作执法机制，开展专项清理整治，持续
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科学调整河道采砂规划。严格按照生态
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完成2017至2020年
河道采砂规划报告编制，将自然保护区范围
等敏感水域全面划为禁采区。

加强小水电站项目整治。全面停止张家
界大鲵保护区内水电开发活动，会同地方政
府逐一核实保护区内67处电站基本情况，分
类整改落实，把已建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降到最低，包括实施渔业资源补偿，进行放
流增殖，建立产卵场和鱼类回游通道；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水电站退出方案措施。

推进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协调督
促各地加大水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涉水涉
河违法行为；突出抓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
理、湘江保护与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

严格责任追究。对照环境保护督察责任
追究问题清单，全力配合省纪委做好相关安
监追责问责。

伍婷婷

“100多人涉案，有4人被立案审查”，前
不久，一起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窝案”浮
出水面。经查，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存在
要加快办理业务必须通过中介缴纳 “好处
费”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
贯穿于不动产登记抵押、预告、交易等多个
业务环节。在这里，“要想办事快，就得交好
处费”几乎成了“潜规则”！

人们常说：“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讲
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力 。如何防止 “近
墨者黑”？周敦颐《爱莲说》有云：“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 ， 濯清涟而不妖 ， 中通
外直， 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 ” 但在现实
生活中 ，却有不少人摒弃了 “出淤泥而不
染”的可贵品质，而是在“人云亦云” “随波
逐流 ”中 ，放弃了对精神家园的守望 ， 失
掉了清正廉洁的操守。

当“潜规则”变成司空见惯， 当收“好
处费 ”成为一种风气 ，身在其中的工作人
员也许刚开始内心会有忐忑不安，但慢慢
也就会变得心安理得，安然享受这额外的

“福利”。 也许在他们看来， 随波逐流才是
“合群”，如果不随大流，难免会被孤立。因
而虽然明知道自己和大家所做的事情并
不“光明磊落”，甚至已触犯了道德底线和
党纪红线 ， 但却怀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
理，继续“同流合污”。

却不曾想，正是这样的“随波逐流”，让
他们毁了前途，误了终生。从涉及512名人
大代表的衡阳破坏选举案，到涉案477人的
南充拉票贿选案，以及这次牵涉100余人的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 “窝案 ”……一
桩桩涉案人数众多的案件的查处，彻底打
碎了一些人对“法不责众”的幻想，彰显了
我们党对腐败违纪“零容忍”的态度和“挺
纪在前、违纪必惩”的决心。俗话说：“常在
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不清不白的事情做
多了，难免会污了双手，湿了双脚，最终逃
不过党纪国法的严惩。

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有坚强的定力，
就算周遭有再多的诱惑 ， 也要经得起考
验 ，不越道德的 “雷池 ”，不碰党纪的 “红
线”，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决不能在“随波
逐流”中毁了自己的前途。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02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曹娴）省经
信委近期以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为重
点任务，挂图作战，逐条逐项按期高效落实。

省经信委专门成立了环保督察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在8月9日印发《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 明确
任务分工及进度表。以省淘汰落后产能和企
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各市州政府对2013年以来淘

汰落后产能公告企业开展“回头看”，对辖区
内存在的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高炉、 矿热
炉、冲天炉等落后工艺设备开展摸底排查和
整改， 并于8月20日前报送整改方案和企业
情况排查汇总，9月10日前报送整改完成情
况。10月20日前， 省经信委将组织对市州落
后工艺设备完成淘汰情况进行验收。

省经信委继续对环保督察突出问题跟踪
调度和督办。经向汨罗市政府跟踪核实，金龙

铜业公司鼓风炉已实施破坏性拆除，8月5日
拆除完毕，无复产可能。要求永州市政府及经
信委、 郴州市政府及经信委分别对92家使用
小高炉和矿热炉生产锰铁和富锰渣的冶炼
厂、嘉禾县116家使用冲天炉生产的铸造企业
进行调查核实，分门别类制定整改处置措施，
逐户落实整改方案。目前，嘉禾县已下发铸造
企业转型升级工作实施方案， 对该县铸造企
业使用落后工艺设备的情况进行摸底整改。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副省长杨光荣采取随机选点、突击检
查的方式到长沙市督查安全生产工作。他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采取有效措施，深入抓好重大事故隐
患治理“一单四制”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
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督查中， 杨光荣先后来到宁乡县腾达
鞭炮厂、 湖南宁乡吉唯信金属粉体有限公
司、翡翠年华项目建筑施工场地。在翡翠年
华项目建筑施工场地， 杨光荣叮嘱工地负
责人一定要按相关规定做好混凝土罐车和
塔吊的管理使用工作， 做好工地材料的堆

放管理， 杨光荣还对农民工安全培训情况
进行了详细了解。

在与长沙市相关领导座谈时， 杨光荣
表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大
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全国和全省的安全生产决策部署上
来，统一到“三下降一绝不”的目标上来，把
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压倒一切的政
治任务来完成。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强化措施，扎实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确保重大隐患治理到位，严防
严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为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曹娴）中央
第六环保督察组在对湖南的反馈意见中指
出，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水口山公司）多家冶炼企业存在清污分流
不彻底、跑冒滴漏严重以及废水外渗直排污
染环境等问题。 记者近日走访水口山了解
到， 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正在逐一进行整改，
水口山区域的湘江松柏断面水质达到三类
标准。

环保督察指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水口山
公司的第三、第四、第六冶炼厂以及原沿江
锌业。自5月份以来，水口山公司在其所属五
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地方环保部门的
指导下，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制定了应急整改

措施和长效治理方案，总投资1003万元。
目前，应急整改措施已全部完成，大幅

度地减少了雨水渗漏和雨水超标排放，取得
了较好效果。以第三冶炼厂为例，临河的粗
铅生产系统10年前已停产，但由于其采用渣
料和松土堆填，导致渗入湘江的雨水容易重
金属超标。为此，企业建成700立方米的雨水
收集池、50立方米的雨水收集沉井、 临河30
立方米的应急井，以三道防线防止受污染雨
水排入湘江。

据介绍，该事件发生后，根据省、市、县
三级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联合调查的结果，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已对第三冶炼
厂分管环保副厂长、安全环保室主任等相关

管理人员给予停职处理，待正式调查结论作
出后再予以问责。

“水口山环保历史遗留问题，必须依托
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从源头上解决。”五矿有
色控股董事长、党委书记黄国平介绍，中国
五矿集团公司拟投资100亿元， 在水口山打
造铜铅锌产业基地， 项目计划本月底开工。
水口山的老厂区将被新的冶炼基地所取代，
通过采用现代化的新技术、大型设备和智能
化设备，做到工业废水零排放。

常宁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
来，水口山区域的湘江松柏断面的铅、锌、镉
等重金属指标呈逐年下降趋势，水质达到三
类标准。

环保督察整改

省水利厅：自然保护区内全面禁止采砂

省经信委：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汨罗市金龙铜业公司鼓风炉已破拆，无复产可能

五矿有色控股：确保整改到位，加快产业升级

莫让“随波逐流”误了终生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鲁尼敏）今天，省委常委、省委政法
委书记黄关春深入湘潭市调研督导信访工
作和政法综治工作， 看望一线信访维稳综
治干部，并与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进行座谈。

黄关春一行先后来到湘潭市经开区
“智慧九华”指挥中心、湖南吉利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 经开区红旗社区、 泰富重装集
团、雨湖区征地拆迁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调
研信访、网格化管理、平安创建、矛盾纠纷
化解等工作。

在经开区“智慧九华”指挥中心，看到该
区加强网格化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 黄关春对此表示赞赏。来
到雨湖区征地拆迁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得知
该区坚持问题导向，以法治方式破解征地拆

迁难题，拆迁领域信访减少，群众满意度提
升，黄关春给予肯定，叮嘱当地有关负责人
要抓住依法保障群众利益这个关键，坚持公
开公正透明，推动依法、规范、阳光拆迁。

黄关春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维护群众利益、站稳群众立场、贯穿群众
路线。要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作为做好信
访工作的根本之策， 推动信访工作资源下
沉、 重心下移。 要着力解决好信访突出问
题，找准症结、综合施策，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疏通群众思想情绪，把问题解决在本地
本部门、解决在基层。要把深入推进信访积
案化解作为破解信访难题的重要抓手，落
实落细工作责任，坚持大排查、大接访、大
督查，推动全省信访清仓见底，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
黄关春在湘潭调研督导信访工作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杨军)8月17
日， 副省长何报翔在益阳督导检查安全生产
工作，并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何报翔强
调，要夯实安全生产的基础，坚持不懈地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

当天， 何报翔先后到桃江县湖南口味王
食品、 湖南福德电气和益阳高新区湖南湘投
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处， 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了解安全生产、应急处理和安全教育及宣

传等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座谈会上， 由省直有关单位组成的安全

生产督导检查组，反馈益阳9个单位和企业暗
访情况并提出工作要求。 何报翔充分肯定益
阳安全生产工作取得的成绩， 并就下一步安
全生产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抓安全就是抓
发展，就是抓稳定，就是抓民生。安全生产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要在重视的基础
上再重视，在细致的基础上再细致，在落实的

基础上再落实。
何报翔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责

任意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全省安全
生产决策部署上来， 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的
主体责任；要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并层层传导压力，把责任落到实处；要
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问题
和隐患大排查， 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问题和隐
患做到心中有数，采取有效措施，杜绝重特大
安全事故发生。尤其要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消
防安全和水上交通安全；要加强领导，确保完
成今年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以良好的安全生
产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
何报翔在益阳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
员 颜蜜如）今晚，“喜迎十九大·新歌颂长沙”
2017“新人新歌”大赛长沙金奖选手专场汇报
演出，在长沙音乐厅举行。老同志、省文化艺
术基金会主席肖雅瑜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

奖。
今年“新人新歌 ”大赛 ，经过 4个月层

层选拔、激烈角逐，全省共评出8个金奖、8
个创作金奖， 长沙代表队一举夺得4个金
奖 、4个创作金奖 。当晚 ，长沙金奖节目逐

一登台亮相 ，《中国在飞》《家乡有棵树》
《咏梅》《戏·角》等新歌为观众们带来了新
的体验。

近年来， 长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鼓励创作更多群众喜爱的、反映湖湘文
化和时代精神的优秀音乐作品， 充分挖掘和
培养更多积极向上的群众文艺声乐人才，在
全省及全国大赛中屡获佳绩。

“新人新歌”颂长沙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今天，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深
入益阳市调研督导信访工作。她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对信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压紧压实
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完善机制体制，把矛
盾、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益阳市赫山区银东社区是我省最大的
纯保障性住房社区，黄兰香详细了解该社区
的矛盾纠纷调解、居民投诉与建议、统一战
线同心工作室创建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发
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矛盾化解在
基层和萌芽状态。在资阳区长春镇，黄兰香

重点了解信访维稳、邻里矛盾调解等工作。
在听取益阳市信访工作和重点信访事

项办理情况汇报后，黄兰香强调，做好新形
势下的信访工作，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
把解决问题、 化解矛盾作为信访工作的落
脚点。要抓住主要矛盾，讲究工作方法，把
工作重心放到依法依规、 着眼长远解决问
题上来。要增强责任担当，把工作落实体现
在化解信访矛盾、 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效上
来，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负责，
把行业责任、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坚持领导
带头、 以上率下， 把信访工作责任扛在肩
上、落实到行动中；坚持整合力量、务求实
效， 把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作
为重中之重。

黄兰香在益阳调研督导信访工作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矛盾、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王茜）今
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就
长沙固体废物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
查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以中央环保督察组督察交办
环保问题为契机， 把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时刻放在心上， 加快推进长沙固废物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工作。

胡衡华先后考察了在建的长沙市生活
垃圾深度综合处理项目和填埋场平台、生
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厂、沼气发电厂等，详细
了解周边群众诉求和期盼， 就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进行调度。

“固废处置事关千家万户，我们要将心
比心、换位思考，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妥

善解决好。”胡衡华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
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坚决遏制臭味散播，
对违规作业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切实把群众合理诉求满足好， 把群众基本
权益维护好， 进一步优化提升黑麋峰固废
填埋场周边空气监测、道路交通规划、绿化
美化等工作方案， 以实际行动兑现对群众
的承诺。

胡衡华此行还来到广汽菲克冲压车
间、 安沙物流大道二期工地检查了安全生
产工作。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
实责任，进一步创新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强
化安全生产事故问责追责， 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胡衡华督查长沙固废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把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时刻放在心上

杨光荣在长沙市督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龙山体育中心
初展雄姿

8月17日， 建设中的龙山县
体育中心初展雄姿。 该中心位
于龙山县城华塘新区， 用地面
积180亩， 包括体育场、 体育
馆、 全民健身中心、 体育公园
等项目， 总投资3.66亿元。 湖
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将于2018年在这里举行。

曾祥辉 向碧波 摄影报道

� � � � � �荨荨（上接1版）
许达哲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完成脱贫摘

帽任务。要统筹整合各方力量，推动扶贫资源
向摘帽县和深度贫困地区集中， 向贫困村、贫
困户倾斜。要围绕脱贫摘帽计划，实行工期倒
排、问题倒逼、责任倒追，定时、定量、定岗、定责
抓落实。要加强教育、加大宣传。认真核实处理

群众信访举报问题，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
释工作，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要压实责任、严肃纪律。各县市区要增强定
力、加强协同，把责任压实、任务落实、考核抓
实；各省直部门要按照省里安排，大力支持贫困
县脱贫摘帽；各常态化联点督查组要整合力量，
坚持较真碰硬、严格标准、严肃要求。要统筹做

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和面上扶贫工作、年
度减贫计划和脱贫成果巩固、贫困人口和非贫
困人口的帮扶工作，做到协调推进。要重视发挥
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真正
打通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会前， 许达哲一行在洪江市调研了产业
扶贫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