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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萍 黄安怡

8月23日，省环保厅就大气、水质
等环境问题，约谈长沙市、益阳市、吉
首市、长沙县、望城区、冷水江市等6
地。被约谈6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
格按照约谈要求，加快整改，迅速扭
转当地环境质量落后局面。

被约谈，6地环境质量
不达标

今年1-7月的环境质量通报显
示， 长沙市的空气质量自4月起已连
续4个月排名全省14个市州城市后3
位，4-6月长沙臭氧均值居全省最高；
吉首市7月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三，
PM10平均浓度在全省平均值同比改
善的情况下上升幅度超过20%（达到
27.1%）；长沙县、望城区、冷水江市的
空气质量，自4月起已连续4个月排名
全省90个县市后10名。

按照国家要求，益阳大通湖水质
要保持在三类标准以上， 但从2013
年以来，水质持续恶化，2016年为劣
五类， 为全省60个国家考核地表水
质断面中唯一一个劣五类水体。 1-6
月，大通湖水体中主要污染指标总磷
浓度同比下降3.9%， 但仍为劣五类
水质， 且最近3个月的总磷浓度呈持
续上升趋势。

根据今年4月起实施的《湖南省
环境质量考评办法》， 如存在上述环
境问题，省环保厅将约谈市州、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
人，提出整改建议，并通过新闻媒体
通报有关情况。这也是该考评办法实
施以来，省环保厅首次对地方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负责人实行约谈。

动真格，一周内需上报
整改方案

约谈会上，6地认真查找环境质
量不达标的原因，与省环保厅相关处
室商量整改对策，对症下药。

如长沙市的人口、 经济总量、机
动车保有量、建筑工地数量等均为全
省第一，建筑施工、道路扬尘及餐饮
油烟污染叠加， 呈现复合型大气污
染，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容量小。
针对影响长沙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
染因子PM2.5和臭氧， 省环保厅建
议，长沙市应加快推动重点行业的污
染治理； 坚决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
抓好道路扬尘管控； 加强VOCs的研
究与治理；全面取缔主城区露天炭烧
烤，大中型以上餐饮企业全部安装油
烟净化设施等。

益阳大通湖由于前期过度养殖、
围网养鱼、 建堤围湖、 分隔湖汊等，
湖滨自然岸带及主要入湖河渠河口
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湖体自净能力
降低， 水生态破坏问题突出。整治项
目推进总体滞后，《大通湖生态环境
保 护 总 体 方 案 》 实 施 时 间 为
2013-2017年，但目前部分重点任务
还未完成， 还有36个规划项目尚未
启动实施， 乡镇污水处理厂、 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厂等建设任务较重，
部分已完工的项目环境绩效体现还
不明显。

对此，益阳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市将采取“禁、减、清、换、治、
保”措施，全力推进大通湖治理。主要
包括， 迅速编制大通湖水质达标方
案， 与渔业公司解除现有承包合同，
全面实施畜禽退养， 限期建设垃圾、
污水处理设施，全面开展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实施引水工程，派出大通湖
湖泊治理工作组，强化大通湖、南县、
沅江及南湾湖基地的治湖主体责任
并实施联防联治，启动大通湖治理与
保护立法。

省环保厅要求，约谈的各市州和
县市区要在一周之内上报整改方案，
严格按照年度环境治理目标任务和
项目落实措施， 定期上报整改进展。
必要时，省环保厅还会将情况报送省
委、省政府及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等，
确保整改任务按时完成。

� � � � 长沙市连续4个月空气质量排名全省后3位，
大通湖水质持续为劣五类———

6地环境质量不达标被约谈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黄德开）今天上午，第九届湖
南“茶博会”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九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简称
“茶博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长沙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大力扶持
茶叶产业，提出“建设茶叶强省，打造
千亿产业”的目标，支持主产茶区建
良种茶园，壮大茶业龙头企业，推进
茶旅一体化。 省茶业协会牵头组织，
已连续主办了8届“茶博会”，打响湘
茶品牌，促进了全省茶产业快速健康
发展。 至2016年底，全省茶园面积发
展到206万亩，茶叶产量18.6万吨，茶
叶出口4.5万吨，出口创汇1.5亿美元，
全省茶叶综合产值648亿元。 茶产业
已成为湖南贫困山区精准扶贫、区域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本届“茶博会” 由省农委、 省

供销社、 省经信委、 省扶贫办、 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联合主办，省
茶业协会、省茶叶学会、省大湘西茶
产业发展促进会等单位共同承办。据
组委会介绍，本届“茶博会”筹备工作
进展顺利，2200多个展位已全部预
订。 展会期间将举行开幕式、2017湖
南茶叶“十强生态产茶县”“十佳安全
放心品牌”“十佳茶旅景区”宣传展示
与颁奖，还将评选“茶祖神农杯”名优
茶、开展“潇湘杯”首届湖湘斗茶大
赛、经销商和品牌企业现场对接会等
主题活动。 潇湘茶网将打造永不落
幕的“茶博会”，倡导“线上+线下+智
能物流” 营销创新， 推进茶业精准
扶贫。

展湘茶魅力 推茶业扶贫
第九届湖南“茶博会”下月开幕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苏承） 为遏制煤矿较大以上
事故，今天起至9月1日，省安委会对
娄底、株洲、郴州、衡阳四市开展煤矿
安全生产交叉监督检查。

“今年启动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
以来，从省领导带队检查和安监部门
暗访情况看，我省煤矿安全形势不容
乐观。”省安委办副主任、省安监局副
局长罗德龙说，此次交叉检查目的在
于扎实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据了解，执法人员将组成4个检查
组，按照“四不两直”“两公开一随机”
要求，对四市生产煤矿安全生产情况、
停产整顿煤矿停产到位情况、 长期停
产停建煤矿停产停工情况、 列入2017

年关闭退出对象煤矿关停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并对2013年以来关闭煤矿，逐
矿对照煤矿关闭“六条标准”开展“回
头看”。

检查中，执法组采用阅读资料和
井下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下矿检
查时间不少于5天， 检查各类煤矿每
类不少于2处。

一旦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煤矿企业，执法组将依法严格落实责
令整改、经济处罚、停产整顿等执法
措施；发现煤矿安全监管工作责任不
落实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
任；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市县，将予以
通报，对特别严重的，将提请省安委
会进行约谈。

煤矿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省安委会对四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交叉监督检查

新居落成
待主人
8月23日， 已建成

的花垣县石栏镇大猫
村易地搬迁安置点，
村民即将搬迁入住。
该安置点为大猫村90
余户整体易地扶贫搬
迁村民新居， 于2012
年启动建设， 总投资
2000余万元。

龙恩泽 摄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好成）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湖南省出口
高新技术产品111.5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97.9%。

但高新科技产品出口大增的同时也有隐
忧，海关分析，当前湖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存
在产品结构较为单一、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分
布不均衡等问题。

今年以来，省内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出口企业
出口大幅增长。 其中，蓝思科技1至7月出口高新
技术产品4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倍，占全省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6.2%。 据了解，随着产品研发
力度和创新力度的不断加大， 蓝思科技在3D玻
璃、OLED显示屏、全面屏、无线充电功能等领域
均拥有了较强的技术优势， 产品覆盖除电池、
CPU、LCD等少数部件之外的其他手机硬件。

海关数据显示，1至7月，湖南省计算机与通
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79亿元， 占同期湖
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的71%；电子技术产品
出口18.1亿元，占16.3%。 海关分析，这两类高新
技术产品在出口额中的比重合计占87%，说明湖
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过于单一和集中，
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 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企业的创新型驱动发展， 产业分布集中
也容易导致恶性竞争，降低利益。

此外， 外商投资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占同期全省同类产品出

口总值的50.2%， 不利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海关认为，外资企业具有资金充足、技术领先和
制度完善等优势， 国内中小型企业很难与之抗
衡， 而且外资企业资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投
机性，不利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健康长远发展。

加工贸易比重过大， 也给我省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加工贸易多以劳动密集
型为主，科技附加值、研发附加值、品牌附加值
低，产业收益率低下。 1至7月，湖南省以加工贸
易方式出口高新技术产品64亿元， 占同期湖南
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的58%。

前7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近1倍

产品结构较为单一需警惕

�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受困于品牌不强、传统加工工艺达不到出
口检疫要求等，湖南黑茶出口长期徘徊不前。 省
商务厅、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日下发了《湖
南省推动黑茶出口行动方案》，根据方案，我省
将注册“湖南黑茶”国际商标，组建黑茶出口企
业联盟，力争到2020年，湖南黑茶年出口额达到
3000万美元以上。

茶叶是我省传统出口产品。 湖南黑茶以独
特的地域性、文化属性和加工工艺，受到国内消
费者欢迎，但出口却增长缓慢，2016年全省出口
黑茶163.4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出口94.6万美元，
占湖南茶叶总出口量比重很小。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处认为， 黑茶
出口徘徊不前， 主要是出口品牌缺失、HS编码
及CIQ编码问题困扰、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传
统包装有待改进四大因素所致。

目前，省内黑茶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
而且国际市场消费群体培育缺乏， 国外黑茶消
费习惯尚未形成。 与此同时，黑茶出口暂无海关
HS编码及CIQ编码，出口只能借用红茶HS编码
及CIQ编码出口，通关便利受到严重影响。欧盟、
日本、 美国等一些国家对茶叶制定了非常苛刻
的农药残留限量， 加大口岸抽检比率并采取无
目标性检测。 黑茶传统的包装特别是千两茶竹
篾棕叶包装，在仓储运输过程中容易发霉长虫，
无法达到国外检疫要求。

根据 《湖南省推动黑茶出口行动方案》，

我省将研究建立黑茶生产、 加工、 包装、 运
输、 销售、 出口及检测标准体系， 加快申请湖
南黑茶海关HS代码， 优化黑茶出口检验监管
模式；注册“湖南黑茶”国际商标，组建黑茶出口
企业联盟，增加“湖南黑茶”品牌的国际市场识
别度；在湘打造集黑茶产品展示、设计研发、品
牌创意、国际贸易、外贸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外
贸平台， 针对目标市场建立特色海外营销渠道
和跨境电商平台； 建立湖南黑茶国际化官网，
举办黑茶文化活动， 传播中国茶文化和湖南黑
茶品牌。

四大因素困扰湘黑茶出口
我省实施黑茶出口行动，将打造“湖南黑茶”国际商标，

力争到2020年出口额超过3000万美元

� � �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毅）自9月21日起，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的运行图。广铁集团今日
发布消息， 届时将增开部分高铁列
车，其中长沙南站将首次开行一对往
返九江的高铁。

目前， 有一趟深圳北开往九江的
高铁途经长沙南。 9月21日起，长沙南

将首次开行往返九江的始发终到列车
G1480/79次。 11时47分从长沙南始
发，14时47分抵达九江，车程3小时。

铁路部门提醒，增开列车的具体
开行日期及时刻，以车站和列车发布
的公告为准。 旅客可通过12306网
站、电话，以及广铁集团官方网站及
微博、微信查询相关信息。

9月21日起全国铁路实施新运行图
长沙新增一趟往返九江高铁

通讯员 邹太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不值得，不值得……”8月中旬，安化县滔溪
镇新联村原党支部书记刘玉良看到自己的处分决
定后，惭愧有加。因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危房改造资
金18800元用于个人茶厂建设， 他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并被通报批评，收缴套取的资金。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 安化县纪委已对外通
报多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件件与群众
利益息息相关，当地群众拍案叫好。

走进全省各地， 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正切身
感受到反腐“红利”带来的获得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在党中央的部署推动
下，我省深入治理基层腐败，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把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
“无论是防汛抗灾，还是脱贫攻坚，都必须把

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7月6日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与部分贫
困县县委书记座谈时指出，受强降雨影响，许多贫
困村和贫困群众受灾严重，更要带着感情和责任，
示范引领全县各级干部层层压实责任、抓实工作。

座谈中，桑植、安化、新化等12个贫困县的县
委书记先后发言，深感责无旁贷。

以扶贫领域为重点，以资金管理分配为主线，
我省开展农村集体“三资”和村级财务大清查，并
加大对贫困县的督导检查、案件查办力度，严肃惩
治“蝇贪”，力斩雁过拔毛“黑手”，看住群众的“救
命钱”“养家钱”。

省“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办筛选出
100件扶贫领域重点问题线索， 分送各有关单位
挂牌督办。 这100件重点问题线索是从近期收到
的群众反映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信访举报件、中央
纪委交办转办的问题线索、省审计厅和省网信办
移送问题线索中筛选出的。

省纪委向市州和部分省直单位发出重点问题
线索督办函，按照地域、职能机构和责任分工等，
分别督办，限期核查处理，将压力一直传导到乡镇

基层。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实
行责任追究案件数59件，责任追究50人，形成了
强有力的震慑。

大数据织密“反腐网”
7月20日，在麻阳“互联网+监督”平台中心，

记者看到，该平台囊括了惠民补贴发放、低保户评
定、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收缴与发放等34类
民生项目、12大类107项民生资金的有关信息。

今年1至6月， 该平台已发现问题线索6849
条，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124户，清退不符合
条件贫困人口5971户20900人；立案查处“雁过拔
毛”式腐败问题9起，处理人数11人，其中党纪政
纪处分7人；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3起。

今年4月，省委、省政府吸纳和推广麻阳苗族
自治县经验，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督”
工作实施方案》，在全省创建省市县三级“互联网
+监督”平台，以“大数据”形式，一举“击穿”了“蝇
贪蚁害”们的“隐形马甲”，让“雁过拔毛”式腐败问
题无处遁形。

“耒阳市余庆街道原枞树村党支部书记王集
兴、 大义镇原石准村党支部书记曹余成违规收受
群众财物……”近日，衡阳市纪委通报了一批扶贫
领域腐败典型案件。今年以来，该市查处“雁过拔
毛”式腐败问题205起，党政纪处分135人，追缴违
纪资金750.85万元，切实维护了民利。

“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款物伸手的，要加重处
理；‘拔了的毛’要还回去，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效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说，今年上半
年，全省仅受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举报
就达5182件， 立案调查3199件， 处理6155人，其
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18人，移送司法机关227
人，追缴资金1.53亿元，清退资金2306.47万元，确
保党的好政策不打折扣地落实到位、惠泽群众。

让基层监督硬气管用
以2016年党委换届为契机，我省在乡镇纪委

中充实纪检监察力量， 平均每个乡镇配备3名以
上纪检干部，明确要求其聚焦主业，专职监督。 纪
检干部分片包村，重点盯防“雁过拔毛”。

通道侗族自治县是怀化市探索设立乡镇纪检
监察室的试点县之一。对于乡镇纪检监察室，县里
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办公保障， 还给了相对独立的

“身份定位”：“帽子”以县管为主，查办案件以县纪
委为主。

该县独坡乡纪检监察室挂牌不久， 就接到一
起“雁过拔毛”的“大案”举报。知情人反映，乡党委
副书记、人大主席李银吉在任乡民政员期间，贪污
民政资金，数额不小。

乡纪检监察室联合县纪委一查， 果然是桩大
案：李银吉通过私刻144枚村民私章，套取各类民
政资金26万多元。 不仅李银吉被移送司法，当时
共同参与私分民政资金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也
被立案调查。

如今， 怀化市204个乡镇全部设立纪检监察
室，4093个村级党组织全部配备纪律检查委员。
前移关口、延伸末梢，离群众最近、调查取证最易、
查办案件最快———硬气管用的一线“监督哨”的独
特活力，正在湖南逐步激发。

69岁的范运德是宁远县湾井镇马脚洞村的
低保户，他年初办下来的低保金存折，年底才从村
支书的手中拿到。 一细看， 发现被人私自取走了
930元。 找村支书多次讨要无果，向上级反映又被
推来推去，范运德窝了一肚子火。

拿到县纪委印发的“举报电话便民卡”，范运
德头一天打电话举报，第二天村纪检员领着县、镇
纪委的同志就上门来调查。这样的效率，着实让范
运德吃了一惊。

“雁过拔毛”式腐败举报线索，被我省各级纪
检部门列为优先级受理。

“对这类举报线索开辟了受理专项通道，凡有
线索立即核查，绝不拖延耽误。”郴州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李超告诉记者，为规范管理，该市对“雁过
拔毛”式腐败举报线索，实行红、黄、蓝三色挂牌管
理，要求限时办结。

我省深入治理基层腐败———

释放反腐“红利” 赢得党心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