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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曹娴）在今
天召开的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夏季
攻势”集体约谈会上，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通报了任务进展滞后问题情况。

5月以来， 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
“2018年夏季攻势”成效初显，但10项大任
务的13项分任务中，除1项完成、6项达到时
序进度外， 有3项超期未完成，2项严重滞
后，1项滞后。 根据省政府要求，各市州必须
于9月30日前完成所有“夏季攻势”任务。

为督促各地按时完成“夏季攻势”各项
任务， 省生环委决定对任务进展滞后问题
启动约谈、挂牌督办、预警措施。

因任务超期未完成而被约谈的任务包
括： 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49个入
河排污口取缔应于6月30日前完成，目前仍有
4个没有完成，均在益阳；322个县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也应于6月30日前完
成，但衡阳和益阳各有1个未完成；132个尾矿
库及其采选、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整治应于8月
30日前完成，还有11个没有完成，其中怀化、
永州和邵阳问题较多，益阳、湘潭各有一个。

省生环委对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
治理项目、 进度滞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建设项目、 县级以上超标排污垃圾填
埋场排查整治项目进展滞后或严重滞后，

以及黑臭水体整治任务尚未开工建设的市
州，进行挂牌督办。如，存栏生猪500头以上
规模养殖场的标准化改造任务， 永州、娄
底、益阳、郴州、湘潭、邵阳任务完成滞后于
全省平均进度； 县级以上超标排污垃圾填
埋场排查整治， 岳阳应完成7个， 只完成1
个；150个黑臭水体整治项目整治工程有13
个未开工建设，其中郴州、衡阳均有4个。

同时， 对任务进展相对滞后或达到时
序进度但仍需加快推进任务的市州进行预
警。 此次被约谈、挂牌督办、预警问题，将根
据有关规定， 纳入年底对污染防治攻坚战
和政府绩效考核评分范围。

我省就污染防治攻坚
进行集体约谈

9月30日前各市州须完成“夏季攻势” 所有任务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余蓉）发挥优
秀退休教师引领示范作用，为农村学校提供智
力支持，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近日，湖
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下发《湖南省实施中央
银龄讲学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我省实
施中央银龄讲学计划的范围为泸溪县、凤凰县
等51个贫困县， 受援学校为农村 (含镇区、乡
村)学校。 2018-2019学年，计划招募讲学教师
300人，将于2018年10月底前招募到位。

中央银龄讲学计划讲学教师招募面向全
国进行，招募对象以退休的校长、教研员、特级

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含)以
下，政治可靠、师德高尚、爱岗敬业、业务精良；
身体健康、甘于奉献、不怕吃苦、作风扎实；教
育教学经验丰富。讲学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
及以上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 原单位返
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中央银龄讲学计划，退
休教师不能参加原退休单位中央银龄讲学计
划的招募。

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
各受援县教育(体)局与拟招募讲学教师签订中
央银龄讲学计划服务协议，协议一年一签。

湖南51个贫困县将实施中央银龄讲学计划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
保厅今日发布全省8月份环境质量状况。 8
月进入夏秋交替时节，大气环境质量转差，
14个市州城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91.5%；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省控
监测评价断面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为93.9%。

8月，全省市州城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同比下降7.3个百分点。 PM2.5、

PM10的平均浓度分别为25微克/立方米、
45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4.2%和4.7%。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
价，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从
第14名到第12名）是：娄底、湘潭、永州市；
相对较好的前3位城市（从第1名到第3名）
是：吉首、益阳、张家界。

长株潭区域3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77.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4.1个百分

点；除PM10和一氧化碳以外，其余污染物
浓度均高于全省均值。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8月，省控监
测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24个、占
93.9%，同比减少0.6个百分点；Ⅳ类水质断
面17个，同比持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4
个、占1.2%，同比增加0.6个百分点。

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中，监测结果为全部达标，水质达标
率100%。

“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48个断面达
到年度考核目标，12个断面未达到考核目标，
同比增加6个断面。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
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总磷平
均浓度0.055毫克/升，同比下降16.7%。

8月大气水环境质量略降
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1.5%， 省控监测评价断面

达标率为93.9%，洞庭湖总磷浓度同比下降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天在
长沙召开的长株潭、 环洞庭湖片区省重点建设
项目协调推进会透露，前8月，全省共完成重点
建设项目投资2145.5亿元，为年计划的60.7%。

今年是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全省共实施
168个省重点建设项目，调整后的年度计划投
资为3536亿元。 其中，现代产业项目占比超七
成，为127个；年度计划投资1036.5亿元，前8月
完成投资610.6亿元。

前8月， 两大片区6市均把主要精力投入
重点项目、产业项目建设，建设进度基本符合
预期。长株潭片区（长株潭）完成投资占比好于
环洞庭湖片区（岳常益）。 其中，湘潭、岳阳、长
沙完成投资进度排名6市前三。

在湘潭， 吉利汽车新能源技术改造项目、
桑顿新能源先进锂离子电池项目已竣工投产。

岳阳市实行网络平台在线监管，并坚持“一线
调度”，现场协调解决项目问题118个。 长沙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已超过年度计划投资，注
册落地企业68家，将通过招大引强，打造具有
全球视野的中国V谷。 株洲在全省率先公布市
本级“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办结首批451个
事项，优化项目建设环境。 常德通过“引金入
常”， 与北京清科集团联合打造柳叶湖清科基
金小镇， 已签约入驻26家基金和基金管理企
业。 益阳上线运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积极推进政务资源和信息共享。

据省发改委介绍，我省正处于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过程当中，靠项目促投
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下阶段，我省将以稳增
长、扩内需、提效益、防风险为目标，继续抓好
以铁路、产业项目为主的重点项目建设。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易禹琳）记者
今日获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
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自9月15日
开始，组织开展全省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集
中展播活动。

此次展播作品为历年来我省获得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公益广告扶持项目奖励以及近两
年我省新创作的优秀作品共36个， 其中电视
类作品有《年轻党员的朋友圈》《生活有变化
我爱我的家》等23个，广播类作品有《陪伴是最
好的礼物》《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等13
个，主题涵盖中国梦、文化传承、亲子教育、社

会文明、保护环境、敬老孝老等各个方面，紧扣
时代，立意新颖。

近年来，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狠抓广播电视
公益广告的创作生产和播出， 取得显著成效，
获得了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领导的充
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2017年，我省有19
个公益广告获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扶持以及
相关部委联合开展的专项扶持，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也获得了环保和节能两个优秀组织机构
奖。 2018年，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持续推动公益
广告的创作生产和播出，组织开展了广播电视
公益广告大赛。 湖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
电视台等各级播出机构精心制作，已陆续推出
了《年轻党员的选择》《我的二维码名片》和《放
飞梦想，绽放初心》等一大批优秀公益广告。

前8月全省完成重点项目投资2145.5亿元
下阶段主要推进以铁路、 产业项目为主的重点项目建设

36个优秀公益广告明起集中展播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 9月13日， 省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常德市反馈督察意见， 移交督
察重点问题清单和案卷， 并列出5个重点
问题， 要求常德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调
查核实、 依法依规追责。 据悉， 督察组向
常德交办的21批次503件群众信访件中，
常德已办结451件， 办结率为89.7%。

今年6月22日至7月12日， 省第四环保
督察组对常德市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 进
驻督察期间， 发现问题165个， 受理群众
投诉信访件627件， 剔除重复部分后分21

批次交办了503件。 此次督察， 强化了常
德市领导干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认识和责任， 推动了中央及我省各
级相关部门交办问题的落实整改， 解决了
一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
形成了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
势。

督察组反馈中指出， 常德市污染防治
攻坚战呈现出党政领导带头、 部门联动、
科学治理、 依法监管、 严肃问责的特点，
生态环保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在环境
质量、 环保工作和污染防控等层面存在的

问题依然严峻。 对此， 督察组要求常德市
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绿色转型
发展措施、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难点问题
攻坚、 生态环境综合监管和责任追究等方
面的力度。

5个重点问题具体为： 汉寿县汉林污
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工业污水直排问题、 澧
县飞达石膏制品厂未拆除污染饮用水水源
问题、 常德经开区良荣建材砂石码头堆场
未按期退出问题、 桃源县四喜养殖场环境
污染问题、 鼎城区苏家吉拦网围网养鱼环
境污染问题。

省第四环保督察组向常德市移交重点问题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