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二十批156件信访件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曹
娴） 今天，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二十批11月18
日8时至20时的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
156件， 其中重点件14件。

第二十批举报件中， 按地区分

布为:长沙市31件， 衡阳市19件， 娄
底市、 永州市各18件， 岳阳市、 邵
阳市各15件， 怀化市10件， 益阳
市、 郴州市各7件， 湘潭市6件， 常
德市5件， 株洲市3件， 张家界市2
件。

前二十批累计交办2464件， 其
中重点件203件。 分别为:长沙市682
件， 衡阳市237件， 岳阳市179件，
永州市168件， 邵阳市165件， 郴州
市、 娄底市各157件， 常德市156件，
湘潭市155件， 株洲市120件， 怀化

市114件， 益阳市93件， 张家界市47
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5件，
省发改委15件， 省工信厅、 省生态
环境厅各2件。 累计涉及大气污染的
举报最多， 占33.1%； 其次是水、 噪
声、 生态、 土壤、 其他、 辐射等。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重点件)
2018年11月10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一批转办重点信访件9件， 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 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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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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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0008

冷水江市至渣渡公路八十公里处
的杨家后煤矿 （原邓子冲煤矿），
由于过度开采， 矿区附近200多平
方公里不同程度沉降、 开裂、 坍
塌， 土地遭到毁灭性的损害， 地
质沉降影响地下水水位， 未经处
理的矿坑水排入河流污染河流水
质，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请督促
冷水江市政府修复治理破坏的生
态环境问题， 解决老百姓的生产
生活用水。

娄底市
冷水江

市

生态,
水

经冷水江市环保局、 国土资
源局、安监局、水利局相关单
位开展现场调查，“矿区不同
程度沉降、开裂、坍塌”“未经
处理的矿坑水排入河流污染
河流水质， 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地质沉降影响地下水水
位” 属实 ;“200多平方公里”
“土地遭到毁灭性的损害”等
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2015年9月，冷水江市已依法关闭杨家后煤矿。2.杨家后煤矿已
累计赔偿受损村民农田210.22亩，补偿款138.96万元。 3.2017年5月初因降
暴雨原因，该矿已封闭主井口曾有少量矿坑水渗出，冷水江市环保局及时
处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主井口再未出现渗水情况。 4.2015年解决杨桥村
村民的饮水问题，杨家后煤矿对采矿区范围193户村民的自来水开户费补
偿7.72万元。
整改情况：1.冷水江市已组织启动实施已关闭煤矿矿井废水综合治理工程
项目。 冷水江市所申报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修复项目已获中央财政立项，
该区域也被纳入项目治理范围。 2.按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求，加强对包
括杨家后煤矿在内的地质灾害巡查工作。

2

X43
0000
2018
1109
0023

举报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整改表面化， 管理机构不是
林业厅设立 ， 而是岳阳市林业局
设立， 机制体制不健全。 保护区
内除禁渔期外每天都有大规模捕
捞活动； 保护区范围内洲滩被政
府出租给个人种植芦苇， 每年大
量人员进入保护区缓冲区、 核心
区进行开垦、 种植、 砍伐。 缓冲
区、 核心区大量航道， 人员随意
进出等问题。

岳阳市
市辖区

其他
污染,
海洋

经岳阳市政府组织岳阳市林
业局调查核实， 反映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改表
面化情况不属实； 反映管理
机构机制体制不健全、 不是
省林业厅设立， 是市林业局
设立 ,保护区内有捕捞 ,保护
区范围内洲滩出租给个人种
植芦苇、开垦、砍伐，缓冲区、
核心区有航道， 人员随意进
出等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一是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按照即将出台《岳阳市东洞庭湖自然
保护区保护条例》推动综合执法，确保巡护巡查区域全覆盖，及时制止、查
处东洞庭湖生态环境破坏行为。 二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组织实施
《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三年专项行动》，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妥善解决苇民
退出、渔民上岸等问题。 三是打破洞庭湖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理顺管理
体制，推进洞庭湖国家公园建立，重新构建全新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
整改情况： 一是强化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二是强化 “绿盾2017”
“绿盾2018”专项行动问题整改。 三是强力清除洞庭湖矮（网）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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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0000
2018
1109
0011

肖家乡肖家造纸厂 ， 臭味扰民 ，
废水直排水渠， 导致水渠水质变
色。

怀化市
会同县

大气,
水

经会同县环保局、电视台、金
竹镇人民政府、 金竹镇肖家
村村支两委相关工作人员赶
赴现场调查核实， 该信访举
报件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不
属实

4

D43
0000
2018
1109
0061

永州市祁阳县黎家坪镇朝主山村
海螺水泥厂（海螺集团）烟尘通过
烟囱直接排放，污水通过排污管直
接排放入河流，（排污口在哪，当地
村民知道在哪）且排污口在河流的
上游。

永州市
祁阳县

大气,
生态,
水

经祁阳县环保局、 黎家坪镇
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调查核
实，“公司有排污口 ” 属实 ，
“污水直接排放入河流 ”“烟
尘通过烟囱直接排放” 不属
实。

属实

处理情况：1.祁阳县环保局责令其立即对生活废水排放口和雨水排放口进
行封堵，将处理的生活废水全部返回人工湖循环利用，用作设备冷却水；2.
黎家坪镇政府牵头组织周边村支两委人员、村民代表到公司参观和座谈，
邀请县政府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到会宣传解释工作，消除群众误解。
整改情况： 公司立行立改，11月11日中午就完成了生活污水回用系统的建
设，将生活废水排放口和2014年项目建设时临时修建的雨水排放口全部封
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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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0000
2018
1109
0043

怀化市中方县泸阳镇聂家村与花
桥村火马塘村交界处往聂家村方
向一公里处小型废旧塑料加工厂，
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呈现黑色， 污
染河水 （怀化市太平溪源头水 ）
毒死鱼虾， 下游的村庄无自来水，
村民多次反映无果。 2017年督察
反映 ， 企业停产 ， 督察组一走 ，
企业恢复生产。 今年省督察期间
未生产， 省督察走后又恢复了生
产， 排放大量黑色水。

怀化市
中方县

水

经中方县环保局、 花桥镇政
府联合调查核实， 怀化市中
方县泸阳镇聂家村与花桥村
火马塘村交界处往聂家村方
向一公里处小型废旧塑料加
工厂， 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呈
现黑色， 污染河水 （怀化市
太平溪源头水 ） 毒死鱼虾 ，
属实， 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中方县环境保护局向中方县鼎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下达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企业立即停止建设，并立案查处，处罚7万元（按
总投资的5%计算）；2.县政府组织村民代表21人参加听证会，与会代表一
致同意该企业在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可以继续生产；3.怀化宏达塑料加工有
限公司因私设暗管偷排被县环保局查处，处10万元罚款，并移送县公安机
关，对宏达塑料厂法人行政拘留15天。
整改情况：1.中方县鼎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已停止生产，正在委托环评单
位编制环评报告书，对环保设施进行完善。 2.怀化宏达塑料加工有限公司
已停止生产，正在向中方县人民法院就县环保局对该公司行政处罚提起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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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0000
2018
1109
0046

张家界市慈利县三合镇平溪 村
2016、2017年投产的瓷砖厂，废气、
粉尘污染严重，加工时候 ，铲车推
料噪声扰民；政府要求整改，该厂
安装的脱硫设备没有效果，导致周
边植物死亡，建议从根本上解决废
气、粉尘、噪声问题。

张家界
市慈利

县

大气，
噪声

经慈利县环保局和三合镇政
府联合调查核实， 该信访举
报反映的情况不属实。 11月
12日， 张家界市环保局进行
监督性监测 ， 监测结论 ：废
气、 粉尘、 厂界噪声达标排
放。

不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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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0000
2018
1109
0069

邵阳市邵东县大洋村竹器加工厂
排放黑色、 黄色的刺鼻的烟雾，晚
上厂后面一个水沟排放黑色、黄色
的废水，汇入陈坪村水库，影响下
游衡阳市衡阳县金蓝镇的饮用水。
破坏了邵东县大云山上的竹林。

邵阳市
邵东县

水,
大气

经邵东县环保局 、 林业局 、
堡面前乡联合调查核实， 举
报情况不属实。

不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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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0000
2018
1109
0104

清塘铺镇太平村湘核圣德锰业离
学校近， 夜间排放废水入河流，该
厂下游河水呈黑色，排污口在厂房
后面比较隐蔽的山上。 生产时硫酸
味重（有时候是烟囱排放，有时候
是无烟囱）， 在离500米以上的207
国道也能闻到废气。 多次反映无效
果。

益阳市
安化县

大气,
水

经安化县环保局调查核实 ，
“夜间排放废水入河流，该厂
下游河水呈黑色”“生产时硫
酸味重（有时候是烟囱排放、
有时候是无烟囱）， 在离500
米以上也能闻到废气” 问题
属实；“离学校近”“排污口在
厂房后面比较隐蔽的山上 ”
的问题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2013年6月27日，因连日持续特大暴雨，该公司擅自将没有经
过处理的废水用管网泄洪直排至漳溪河，造成河水水质污染严重，河床变
黑。 2013年8月初责成该公司全线停产整改治理。 经整改查验后恢复生产。
2.该公司两套酸雾收集处理塔，两套系统共用一条15米高排放烟囱，因当
时设备技术不成熟，存在加料时有少量气体外溢。
整改情况：2018年8月，该公司更换了两套独立的酸雾收集处理塔，酸雾经
收集处理后直接通过30米高的烟囱排放。 目前，已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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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3
0000
2018
1109
0003

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合法纸厂被
政府断电强制关停， 企业手续齐
全、污染防治设施齐全。 并且10月
30日，县政府要求县内21家造纸企
业签订自愿退出协议，要求部分造
纸企业自行关闭，企业处于停产状
态。 投诉人要求企业能够恢复生
产，如果不能恢复生产按照规定进
行补偿。

郴州市
宜章县

其他
污染

经宜章县经科局调查核实 ，
“企业手续齐全 、 污染防治
设施齐全 。 并且10月30日 ，
县政府要求县内21家造纸企
业签订自愿退出协议 ” 属
实， 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目前我县造纸企业正在按照《宜章县造纸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的要求有序推进，符合规范标准要求的进行生产，自愿淘汰退出的
于10月30日签订了承诺书，承诺11月6日前自行拆除生产设备，具备一定实
力的按照标准整改达标的恢复生产。
整改情况：淘汰退出的企业已按规定拆除了生产设备，原有的废水和废渣
正在按程序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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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彭业忠 蒋剑平 肖军 见习记者 张
佳伟）国家发改委《湘南湘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发布后，在
我省湘西地区引起热烈反响。 当地
干部群众感到十分振奋，大家表示，
将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更好发挥区位优势， 加快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 推动湘西地区开
放发展驶入快车道。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叶红专高兴地说， 建设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 对自治州来说是重大战
略机遇。自治州将重在实干，积极搭
建平台， 坚持把园区作为承接产业
转移的主战场。要创新优化软环境，
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健全行政
审批服务体系，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表示， 将抓住
历史机遇， 加快把怀化建成湖南西
南开放门户和新增长极。 将坚持优
势优先发展、 特色特殊发展， 把科
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作为
后来居上、 出奇制胜的重要法宝，
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 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 着力构建一流营商环
境。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表示， 邵
阳一定根据方案确定的目标和要
求， 按照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
真抓实干， 开拓创新， 努力在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中走
在前列。 将突出重点、 精准定位，
干在实处、 精心施策， 高位推动、
全员推动， 以背水一战的决心、 卧
薪尝胆的狠心、 久久为功的恒心抓
产业、 促发展。

示范区将如何建设， 重点在
哪里？ 湘西地区发改部门负责人
谈了他们的看法。 自治州发改委
主任胡恩平介绍， 自治州将重点
围绕食品加工、 新材料、 新能源、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文化旅游、
健康养生、 商贸物流、 现代农业、
矿产品精深加工等10大重点产业
开展招商引资， 重点引进战略投
资者。 邵阳市发改委主任张顺华
表示， 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

源禀赋， 精准确定承接的重点产
业， 重点打造“一谷、 两基地、
一示范区”， 即全球“特种玻璃
谷”， 机械工程等新十大出口基地
与智能家电、 智能五金、 智能机
器人三大智能制造基地， 以世界
自然遗产地崀山和南山国家公园
为龙头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怀化
市发改委主任刘低炉说， 怀化将
以生物医药、 绿色食品、 电子信
息、 商贸物流、 健康养生、 文化
创意等产业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
重点和方向， 扎实开展“产业项
目建设年” 活动， 推进重点产业
项目建设。 同时， 培育现代商贸
物流、 生态文化旅游、 健康养生
（中药材）、 电子信息、 农产品加
工等“五大千亿产业”。 积极推动
产业升级， 调整产业结构， 培育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战场，
湘西地区各园区负责人摩拳擦掌，
信心十足。 邵阳经开区管委会主
任陈秋良激动地说， 当前是邵阳
经开区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建
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将助推
邵阳经开区加快冲刺千亿园区和
国家级经开区。 下一步， 将围绕
先进装备制造、 特种玻璃、 智能
家居三大产业， 努力做好搭建平
台、 优化环境、 强化保障三项工
作， 真正发挥好经开区在大湘西
地区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和产业
发展方面的排头兵作用。 怀化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侯小平说， 将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 继续深入实施
省委省政府创新创业园区“135”
工程， 加强政务服务、 投融资、
生活配套等公共平台建设。 将集
中力量主攻投资规模大、 经济效
益好、 科技含量高的项目， 把怀
化高新区打造成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核心区域之一。 吉首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陈思保表示， 机不可
失，时不再来，吉首经开区一切准
备就绪， 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投
资，共创大业。

抓住历史机遇
加快开放发展

湘西地区热议《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举行的全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推进
会上， 对湖南图书馆等36个首批
湖南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示范点进行了授牌。

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
范带动作用，经推荐申报、初评、
复评、 实地考察、 综合把关等程
序， 省委宣传部决定命名湖南图
书馆等36个单位为湖南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链接：

示范点名单
湖南图书馆
湖南省儿童医院
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好人馆
湘潭市税务局
益阳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梓

山工商所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研究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永州市第一中学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
常德市武陵区北正街小学
桂东县沙田第一完全小学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城轨事业部总成车间
省核工业地质局三〇六大队
国家电网湖南电力（国强）共

产党员服务队
浏阳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
洞口县高沙镇温塘村
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杨

家坪村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紫薇村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衡阳市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

福社区
华容县章华镇北街社区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新村

社区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飞

机坪社区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街道莲花

池社区
长沙市橘子洲公园
株洲市石山书院攸州讲堂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德文化

公园
汨罗市屈子书院
新田县孝文化公园
辰溪县法治文化公园
新化县滨江公园
湖南文明网

我省首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示范点授牌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曹娴）
今天我省公布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典型案例，分别是：益阳桃
江县东方矿业顶风作案偷排重金属
废水，宜章县部分乡镇落后产能退出
不彻底。

群众反映，桃江县东方矿业公司
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矿区
含重金属（镉）废水直排的嫌疑。 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将其作为
重点信访件交办益阳市。 11月17日，

益阳市成立专案组连夜进驻东方矿
业调查。

经现场检查发现，东方矿业设有
3根白色PVC管道， 用于将矿区内废
水导流至废水处理设施 ，3根白色
PVC管道在进入废水处理设施前分
别设有活接，矿区废水通过被打开的
活接，流至下方小洞，排向调节池北
侧的水泥渠道，未经处理的废水再次
流入总排口并外排。经益阳市环境监
测站对3根白色PVC管道活接下方小

洞偷排口流出的废水采样监测，废水
中总镉、总镍、总锌均超过国家规定
排放标准，存在超标排放含重金属废
水3倍以上的行为。

据通报，此案原因在于企业主法
律意识缺失，对环境违法行为心存侥
幸，未能切实履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
主体责任。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信访反映，宜章县一六镇政府未按照
规定淘汰落后产能，只关闭了一部分

造纸厂，仍有造纸厂未淘汰，且未按
照规定对关停企业进行补偿。

去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指出宜
章县23家造纸厂部分存在产能、设
备、工艺等问题。 通过一年整治，今年
9月仍发现该县梅田镇新华丽造纸厂
存在诸多环境问题。 直至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前，依然存在
违法排污行为。 该县造纸企业集中的
一六镇，企业选址不合理，在居民集
中区违法设厂， 无组织排放废气；企
业管理不到位，污染治理设施简陋且
不正常运行； 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不
力。

通报指出，宜章县相关职能部门
对中央环保督察转交信访事项查处
不坚决，落后产能退出不彻底，反映
出对中央环保督察认识不足，对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不够坚决。

益阳桃江县东方矿业
顶风作案偷排重金属废水

我省公布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 � � � �荨荨（上接1版）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40年

间， 全省从业人员规模由1978年
末的2280.05万人， 扩大至2017
年末的4890.22万人， 劳动力参与
率达88.8%； 其中省内城镇从业
人 员 规 模 扩 大 4.76 倍 ， 达 到
1733.55万人。 近10年， 每年拉动
城镇新增就业73万人以上， 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总规模达1583万
人。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取得瞩目成就。 目前， 全省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4711万
人、 失业保险557万人、 工伤保
险787万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全面建立， 机关事业单位和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并轨， 工
伤、 生育保险制度逐步成熟定型。

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数达
306万， 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高
级职称人才12.92万人、 中级职称
人才43.2万人； 全省技能人才总
量达460万， 其中高技能人才135
万人； 全省已建成126个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 90个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 57个博士后协作研发中心
（博士后创新创业基地）。

工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完善，
1995年至2011年， 全省年社会平
均工资由4797元增长到34586元；
2000年至2017年， 全省在岗职工
年 平 均 工 资 从 8128 元 增 长 至
6599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