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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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批11月20日8时至20时的群众信访举报
件，共130件，其中重点件11件。

第二十二批举报件中，按地区分布为:长沙市
26件，衡阳市16件，株洲市、邵阳市各11件，湘潭

市、常德市、郴州市各10件，娄底市、永州市各7件，
岳阳市、怀化市各6件，益阳市4件，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3件，张家界市2件，省发改委1件。

前二十二批累计交办2705件，其中重点件
223件。分别为:长沙市730件，衡阳市263件，岳
阳市190件，永州市182件，邵阳市181件，娄底

市177件，常德市176件，湘潭市173件，郴州市
172件，株洲市139件，怀化市128件，益阳市105
件，张家界市50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8
件，省发改委17件，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各
2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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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二十二批130件信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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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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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X430000
2018111
10004

祁阳县羊角塘镇羊城纸厂、羊都纸厂、兴都纸厂、三意纸厂，每次检查时就停
产整改，实际并未整改，检查过后继续违规生产、偷排，影响下游居民生活用
水安全。并且都使用10吨以下的锅炉烧煤和重油漆装修废料，对当地环境造
成严重污染。

永州市
祁阳县

水,
大气

经祁阳县环保局、科经委、羊角塘镇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不属实。 自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后，4个造纸厂持续整改，2018
年对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再次升级改造后， 废水全部回用不外
排。监管中未发现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废水偷排的情况；
四个造纸厂有5台4吨的锅炉，锅炉都配套建设了麻石水膜除尘
脱硫设施，设施运行正常。

不
属
实

2
X430000
2018111
10042

道水源头蒙泉水库大坝下的塑胶筐厂：1.离水库大坝仅5米，生产设备的强震
动影响大坝安全；2.含甲醛、甲苯循环水直排河道，污染河流；3.生产产生刺
鼻甲醛味和巨大噪声，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常德市
石门县

水，
噪声，
大气

经石门县蒙泉镇人民政府和石门县食药工质监管局、 环保局、
国土资源局、住建局、水利局联合现场调查核实，“道水源头蒙
泉水库大坝下的塑胶筐厂离水库大坝仅5米”属实，其余问题均
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石门县环保局对蒙泉湖胶筐厂取样监测，报告结果显示甲醛、甲苯等污染
因子未检出；在厂界最近的居民舒兆林家噪声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未超标；督促蒙泉湖
胶筐厂加强现有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2. 蒙泉水库管理所加强对大坝的巡护管理；3.
蒙泉镇人民政府加强对该企业日常监管。
整改情况：蒙泉湖胶筐厂已加强日常环境监管，给抽风机、光解等污染防治设施安装专
用电表，保障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3
X430000
2018111
10053

郴州市宜章梅田镇宜章金子坪矿业有限公司在珠江源头杨家河两边非法大
规模开采大理石，使原生态的石林遭毁灭性破坏，开采石料、废石堆放在河
道中间堵塞河道， 并把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农民在此烧砒灰遗留的锌渣翻
入河中，污染河水。请坚决制止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开采行为。

郴州市
宜章县

水,
土壤,
生态

经宜章县梅田镇政府和宜章县环保局、县安监局、县国土局、县
水利局联合调查核实，反映“污染河水”问题属实，其他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宜章县环保局对宜章县金子坪矿业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
定书》，责令公司立即停止河道施工建设。2.宜章县水利局对宜章县金子坪矿业公司未
经批准在河道内施工作业，下达了《宜章县水利局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
公司立即停止河道作业违法行为，并立案查处。
整改情况：该公司已停止河道施工作业，并在下游修筑拦水坝，投加生石灰。

4
X430000
2018111
10030

汉寿县城乡垃圾压缩站的压滤液至建成以来未经任何环保处理， 利用罐车
和晚上用深井、深坑、沟港、湖泊的方式倾倒，严重污染水质。

常德市
汉寿县

水，
土壤

经汉寿县组织环保局、城管执法局、环卫所联合调查核实，该信
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属实，其中“汉寿县城乡垃圾压缩站的压
滤液至建成以来未经任何处理，利用罐车和晚上倾倒”属实，其
他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 汉寿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对湖南中洁新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汉寿分公司下
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马上停止垃圾渗滤液转运，所有渗滤液暂存。2.汉寿县环保局
对汉寿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和湖南中洁新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汉寿分公司立案调查，分
别处罚款10万元，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
整改情况：1.汉寿县环卫所加强城区及乡镇垃圾压缩站的内部管理，所产生的污水由吸
污车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吸污、收集，转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2.汉寿县环卫所给吸
污车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对吸污车进行全程监控。

5
X430000
2018111
10014

怀化市溆浦县工业集中区红花园工业园内的湖南健乐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怀
化斯立特工贸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化工涂料类产品，违反了“三同时”，未批先建，
未建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化工厂采用淘汰的燃煤工艺，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无
组织直接外排；生产车间没有防渗漏措施，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车间充满酸性刺
鼻化学气味，炼胶车间粉末飞扬；产品酸洗废水没经处理通过私设的暗管长期偷
偷排放，工厂没有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直接排到下水管；印刷、喷漆车间没有
净化防护措施，刺鼻性气味弥漫车间，废气无组织排放，废渣、废液、废桶、废油等
危险废物随意露天堆放，处置和转移去向不明确。

怀化市
溆浦县

水,
大气,
土壤

经溆浦县红花园工业集中区管委会、 溆浦县环保局等调查核
实，所反映的问题不属实。湖南健乐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在溆
浦县红花园工业集中区规划了建厂场地，尚未开工建设；怀化
斯立特工贸有限公司未与园区签订任何入园协议。

不
属
实

6
X430000
2018111
10051

娄底湖南煤化新能源公司（原安石集团）日夜排放废气、废水，废气排放口和
烟囱排放大量硫化物、苯并芘等有毒气体与粉尘灰，有大量黄色、黑色浓烟，
为了躲避检查，夜间雨天偷偷排放。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投诉件附
照片）。

娄底市
娄星区

水,
大气

经娄底市环境保护局调查核实， 反映的该企业日夜排放废气、
废水，废气排放口排放硫化物和粉尘灰的情况属实。举报件中
反映的有黄色、黑色浓烟的情况确实存在，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督促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尽快完成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
整改情况：1.该企业目前正在进行焦炉烟气脱硫脱硝施工建设。2.对两台拦焦车侧吸除
尘系统、除尘集气槽密封装置进行了改造，保证了出焦除尘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对各工
艺参数优化并规范管理。

7
X430000
2018111
10038

白露塘镇仙溪冲村金贵银业有限公司厂房离最近居民房仅200米，生产时产
生强烈刺鼻废气、噪声污染，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儿童血铅超标，并导致
森林、经济作物大面积枯黄、死亡，农业收益受到影响。

郴州市
高新区

噪声,
大气,
土壤

经郴州市环保局高新分局、苏仙区白露塘镇调查核实，该举报
情况属实。其中“白露塘镇仙溪冲村金贵银业有限公司厂房离
最近居民房仅200米，生产时产生强烈刺鼻废气、噪声污染”情
况不属实，“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儿童血铅超标，并导致森
林、经济作物大面积枯黄、死亡，农业收益受到影响”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郴州市环保局高新分局对金贵公司下达了《整改催办通知》，责令加快工程施工
进度，确保年底前完成并投入使用；2.高新区从企业整改落实、血铅超标处理和植被受损部
分经济补偿等方面开展自查自纠，逐一核对、逐一落实，确保企业环境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血
铅超标处理到位、植被受损部分经济补偿到位。
整改情况：1. 金贵公司铜锑车间无组织酸雾收集和超期贮存的污酸渣处置正在有序整
改；2.血铅超标处理和植被受损部分经济补偿工作，正在由白露塘镇政府有序推进，要
求对金贵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千米内居民实施了搬迁安置，制定并实施了《白露塘镇血
铅超标处置工作方案》，对血铅超标采取营养干预和住院治疗；由金贵公司给予周边村
组在植被损害、饮用水等方面长效补偿，关于金贵公司西南片区草地、竹林、樟树等枯死
和关于金贵公司香山坪村14组南竹枯死的赔偿已落实到位。

8
D430000
2018111
10057

龙海工业园永昌永乐贵金属冶炼公司危废经营许可证过期， 非法买入重金
属废渣进行生产，通过烟囱排放含铅、砷废气。多次反映过未果。

郴州市
安仁县

大气,
其他
污染

经安仁县环保局、县经科商局、龙海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该举报情
况不属实。2018年7月，省环保厅核发了危险废物许可证，证件有效
期为三年； 未发现非法买入重金属废渣的情况； 对该公司废水、废
气、噪声进行季度性监测，铅及其化合物排放在标准范围内。

不
属
实

9
X430000
2018111
10043

湘潭县湖南省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动物营养分公司生产、 生活污水未经处
理直接外排，导致附近农田无法耕种、水塘鱼类中毒死亡，居民生活用水不
能正常饮用； 生活垃圾焚烧产生浓厚的刺鼻气味， 锅炉燃烧废气未除尘直
排，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环评没有征求村民意见，涉嫌造假。

湘潭市
湘潭县

水,
大气,
土壤

经湘潭县环保局调查核实，“导致附近农田无法耕种、水塘鱼类
中毒死亡，居民生活用水不能正常饮用；生活垃圾焚烧产生浓
厚的刺鼻气味，锅炉燃烧废气未除尘直排”属实，其他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湘潭县环保局对该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事先（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拟对该公司行政处罚人民币12万元，拟将移送公安机关。
整改情况：湘潭县环保局责令该公司落实整改要求，并督促该公司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环评审批要求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做到达标排放。

10
X430000
2018111
10049

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渣滩工业园几家企业环境问题：1.邵阳合成新型
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的搅拌站、采石场、矿粉厂和砂石码头违规建设在天子湖
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矿粉厂粉尘污染，机器噪声扰民；2.邵阳三泰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人造金刚石时需要使用强酸，气味扰民，废电解液在凌晨2点左右
经渣滩水电站生活区排水口偷排入天子湖和资江河；3.菜山团村塑料粒子厂
和菜山团村食品袋厂清洗废水直排天子湖，溶解时浓烟刺鼻。

邵阳市
邵阳县

大气,
生态,
噪声,
水

经邵阳政府组织县国土、经信、环保等部门调查核实，该举报情
况属实。对合成矿粉厂、合成搅拌站举报属实，其他不属实。 属实

针对天子湖湿地公园红线内的企业，采取关停取缔、三清两断措施（即清设备、清产品、
清原辅材料、断水断电）；目前都已关停取缔，“三清两断”工作未完成；对非法砂石码头
已采取关停断电措施强制关停；对合成矿粉厂及合成搅拌站责令停产整改，逾期整改不
到位再依法关闭。

11
D430000
2018111
10048

三江口电站旁边澧水南岸的石门楚晶新材料有限公司， 没有环保设施，冷
却塔下面有一个暗管，化工污水直接排入澧水，影响下游澧县、石门县的饮
用水安全。

常德市
石门县 水

经石门县科工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水利局、住建局、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宝峰街道办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
问题不属实。

不
属
实

12
D430000
2018111
10007

1.黎家坪镇荷叶塘采石场、铁角湾采石场与海螺水泥厂扬尘、噪声扰民。海螺
水泥厂还堆放煤渣，排放黑烟。2.荷叶塘采石场旁边有两个化工厂，黄色废水
直排，污染水源。

永州市
祁阳县

水,
大气,
噪声

经祁阳县环保局、县科经委、黎家坪镇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到现
场联合调查核实，反映“铁角湾采石场扬尘、噪声扰民”属实，
“黎家坪镇荷叶塘采石场扬尘、 噪声扰民”“海螺水泥厂还堆放
煤渣，排放黑烟”“荷叶塘采石场旁边有两个化工厂，黄色废水
直排，污染水源”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祁阳县环保局对祁阳县木马山建材有限公司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2.黎家坪镇政府组织村民代
表到祁阳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参观和座谈，消除群众误解；3.要求对废水排放情况
进行检测。
整改情况：祁阳县木马山建材有限公司接到决定书后，立即自行进行停产整改，并制定
了整改方案，现已完善洒水和喷淋设施，其他整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13
D430000
2018111
10039

经济开发区兆亮电镀厂不符合环保要求，未落实卫生防护距离500米，无组
织排放废气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无环保措施，废水沉淀池没按环保要求建
设，旁边植物死亡。建议该厂搬迁。

湘潭市
湘乡市

大气,
水

经湘乡市经开区会同市环保局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不属实。
该公司内电镀车间产生的电镀废水分类排入专管进入分类收
集池进行处理。处理后达到《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经总排口
（总排口装有对浪流量、PH、总铬、总镍、总氰的在线监控）排入
园区污水管网，入湘乡市城市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标排放。

不
属
实

2018年11月12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三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3件， 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 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重点件)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 省住建
厅、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自
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等六部门印发
《关于大力推进建筑领域向高质量高品
质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就绿色建筑达标、建筑能耗控制、
绿色生态城区设立等提出时间表，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意见》要求，到2020年，实现市州
中心城市新建民用建筑100%达到绿色
建筑标准， 市州中心城市绿色装配式建

筑占新建建筑比例30%以上。 全省建筑能
耗强度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民用建筑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00万吨标准煤以内，
能源消费水平接近或者达到现阶段发达国
家水平。

《意见》指出，到2020年，长沙、株洲、
湘潭三市应各建设1至3个高标准的省级
绿色生态城区，其他市州应各规划建设1
个以上市级绿色生态城区。其中，省级绿
色生态城区应建立绿色指标体系， 制定
绿色生态规划；面积原则上不小于1平方
公里， 区内新建民用建筑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执行率（按建筑面积）达95%以上，地
下综合管廊、区域能源供应系统、城市再
生水系统、雨水收集综合利用系统等达到
国家标准要求。

《意见》还就12项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即加强规划管控力度、 深化技术研究应
用、稳步推进绿色建筑、强化建筑节能监
管、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开展既有建筑
绿色改造、积极推广绿色建材、大力推动
绿色施工、严格建筑拆除管理、促进建筑
垃圾综合利用、建设绿色生态城区、推动
绿色农房建设。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刘银艳）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面向农村和城镇低收入人
群，覆盖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容纳的群体，
是一项起到托底保障作用的制度安排。记者昨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截至2018年9月底，我省总参保人
数为3395.9万人，基本实现了法定人群全覆盖。

全省享受待遇人数达980.51万人，月人均待遇
水平由制度启动之初的55.5元提高到了115.41元。

据了解， 国家于2014年、2018年两次提高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我省
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
2014年、2016年、2017年先后3次提高了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水平。目前，全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试点之初的每
人每月55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03元，比国家最低基
础养老金标准高出15元。

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
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是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牵头的重要改革任务之一。2018年3月26日，经党
中央、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印发《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
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 据介绍，省
人社厅正根据该意见精神，研究制定我省实施意见，
争取年内出台。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曹娴）今
天，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协
调联络组公开第六批典型案件。2起案件分
别是： 湘潭宏润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废气扰
民事件， 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康街道高盛澧
园三期小区噪声、餐饮油烟污染事件。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
访件反映:湘潭宏润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采
用土法冶炼生产瓷釉，无污染防治设施，废
水、废气无组织排放，生产原料露天堆放。

据调查，该公司位于易俗河镇樟树村，
前身为湘潭县金属包装厂， 建设有两套废
气处理设施，2016年获得当地环保部门核
发的排污许可证。接到信访举报后，执法人
员现场发现， 该公司瓷釉生产线炉底石油
焦粉燃烧废气通道与烟囱底部连接处未完
全封堵， 存在部分废气未进入废气处理系
统，直接排入主烟囱；坩埚炉顶部炉口无组
织废气收集管道有4厘米左右缝隙，致使无
组织废气无法有效收集， 废气冷却塔温度
明显异常。 两条建设好的废气处理设施形
同虚设，不能发挥正常治污作用。

通报指出， 该信访事项反映出企业主

法律意识淡薄，未能履行企业治污主体责
任，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缺失。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
信访件反映:�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康街道高
盛澧园三期小区卡拉OK厅、露天烧烤大声
喧哗， 导致噪声污染严重；30多家餐馆油
烟直排污染严重，餐馆灶台位于小区燃气
管道下面，存在安全隐患。

调查发现， 高盛澧园建成于2013年，
是市民消费娱乐比较集中的地方。此处的
餐饮店普遍缺乏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直排
污染严重，同时噪声扰民问题突出，历来
是该市群众投诉的热点。 今年7月至8月，
省级环保督察期间就转办高盛澧园油烟
污染问题的重复投诉件34件。计划建设的
油烟高空排放设施因多数居民反对而至
今未建成， 餐饮油烟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小区建设单位高盛置业公司存在未验先
投、未按规定建设内置烟道等违法行为。

通报指出，项目建设单位规划时未能
充分考虑餐饮娱乐业对居民生活影响，噪
声、油烟扰民等环境问题出现后，未能积
极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湖南日报11月2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陶霁）自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我省“回头看”工
作全面启动以来，省自然资源厅按照要求，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 目前完成了多项中央环保督察
组反馈的整改、督导任务，并向省配合环保督察
“回头看” 工作协调联络组提供了47份资料、3

个重点任务督导报告。
省自然资源厅成立了以党组书记、 厅长王

一鸥任组长的省自然资源厅配合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相关配合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接受交办的各项任务，调
度全省系统开展相关工作。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要求， 省自然资源
厅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
和信访交办的问题进行了扎实整改， 完成了涉
及自然保护区内省级发证矿业权的清理与退出
处置、长株潭“绿心”地区内采矿权退出处置、南
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的退出处
置、 常宁市村民乱采乱挖煤矸石的整治等整改
任务。

省自然资源厅还以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为重要契机，全面推进全省矿业绿色发展，
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冶炼、加工，矿山生态
环境治理，矿业权管理等实行“绿色”转型升级。

省自然资源厅扎实完成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问题整改督导

湖南城乡居保参保人数近3400万
享受待遇人数达980.51万

六部门发文推进建筑领域绿色发展，到2020年———
长株潭各建设1至3个省级绿色生态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