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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岳研

11月27日，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爱武接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说，今
年来，岳阳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
好一江碧水”的殷切嘱托，以壮士断腕、
刮骨疗伤的决心和勇气，全力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岳阳生态发展新
格局，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是对各
地环保突出问题整改的一次‘再扫描’
‘再体检’。”李爱武介绍，岳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多
次开会研究部署。目前，20项整改任务
已销号15项， 剩余5项达到时序进度。
其中,涉砂经营秩序、长江岸线码头、湖
区矮围网围、城乡黑臭水体等4项专项
整治工作较具代表性。

截至目前，岳阳市洞庭湖环湖地区
取缔非法砂场码头256个，长江沿线取
缔非法砂石码头39个， 涉砂经营秩序
明显好转；关闭长江岸线湖南段小散泊
位42个，关停危险渡口13处，退出长江
岸线7302米； 所有违规参与经营的公
职人员均已分类处置到位。

下塞湖矮围事件发生后，岳阳市立
行立改， 在17天内即全面拆除非法矮
围，恢复了自然状态。该市城区32处黑
臭水体已完成整治20处， 剩余12处正
在抓紧整治。中心城区最大的黑臭水体
东风湖已基本重现水清岸绿新面貌。

11月14日， 生态环境部通报了岳
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云溪片区环境问题
典型案例。岳阳如何整改？李爱武介绍，
通报公布的第二天，岳阳市区两级分别
成立调查整治联合工作组和整改工作
指挥部， 对通报指出的3个问题逐个制
定整改方案。 对3个问题整改严格跑表
计时、限期交账，目前违法占用湖泊问
题基本整改到位，20家偷排漏排企业
全部关停整改，云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将于12月启动建设。 对7起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已向公安部门移
交环境违法案件1件， 并启动了问责程
序。同时，在全市启动工业园区（集中
区）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将整改范围延
伸覆盖至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的所
有问题，进行彻底整改。全面压紧压实
党政属地责任、园区主管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并通过织密制
度“保障网”，筑牢生态环境“防火墙”。

作为江湖名城，岳阳如何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
意度？“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李爱武表示，岳阳目前主要抓好
“三个方面工作”：

以大江大湖治理为重点，守护好一
江碧水。 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严格落实河长(湖长)制，统筹推进长
江、湘江、洞庭湖和南湖、东风湖、松杨
湖等治理，着力建设城水相依、山水相
融、人水相亲的美丽宜居岳阳。

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呵护好一
片蓝天。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突出抓好工业大气污染防治、船舶
大气污染防治、 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挥
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让岳阳人民可以惬
意深呼吸。

以土壤污染治理为重点，保护好一
方净土。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强化企业污水排放监管，严厉打击
超标排放和直排、偷排、漏排等违法行
为；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继续抓好
畜禽水产退养工作，坚决防止污染“上
山下乡”。

李爱武表示：“我们将继续保持环
保突出问题整治高压态势，以‘万全准
备’确保‘万无一失’，用‘最大努力’争
取‘最好结果’。”李爱武表示，“要让岳
阳人民身边的湖水清澈如镜、头顶的天
空湛蓝如画、脚下的大地翠绿如茵！”

� � � � 2018年11月19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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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
泽鹏）作为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
会的专项活动之一，湖南智能制造对接合作推进会
今天在长沙举行。我省一批制造业企业与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现场签署对接合作协议。现场
还为2018年新认定的18家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26个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车间授牌。

新认定的18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分别
是：远大空调、山河智能、猎豹汽车、中大创远、广
汽菲克、桑顿新能源、新疆特变电衡阳分公司、道
道全、华冠花炮、久日新材、华菱湘钢、湖南康程企
业、三诺生物、永吉纸业、湖南南方通发、亘晟门
窗、永兴玻璃、科创纺织。

近年来我省智能制造工程推进顺利，目前，全
省已有三一集团等16家企业列入全国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 获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和新模式项
目达到27个，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共获得国家
补助资金3亿余元。 全省共认定43家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46个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车间，获得制
造强省专项资金奖励7350万元， 涵盖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汽车、家纺、食品等行业领域，形成了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制造新模式样板工程。

对接合作推进会上， 湖南蓝天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长沙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邵东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院等一批具备条件的湖南制造业企
业， 与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签署了对接
合作协议。

此次对接合作推进会由湖南制造强省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共同主办。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黄婷婷 ）今
天，2018中国 (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的
专项活动之一——智能制造融合创新主题峰
会发布《2018长株潭衡智能制造发展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长株潭衡城
市群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成效显著，2015年至2018
年， 长株潭衡获批国家级智能制造项目37个，占
全省总数的86%；获批省级智能制造项目67个，占
全省总数的74%。近3年，长沙“国字号”智能制造
项目获批量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

长株潭衡高度重视智能制造装备研发， 在全
国率先实施重要技术装备首台（套） 推广应用。
2015年至2017年，全省808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获
得国家保险补贴， 补贴资金连续3年居全国前三

位。其中，长株潭衡技术装备获得国家保险补贴占
全省获批总数99.63%，打造了宇环数控磁流抛光
机、长泰机器人“长沙一号”、华曙高科3D打印装
备等一批代表性产品。

《白皮书》分析，目前，长株潭衡城市群中部分
龙头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较高，中车株机、中兴智
能、 长高集团等企业建设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仍存在城市间智能制
造发展水平不均衡、 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难度较
大、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本地智能制造供给能力和
应用水平有待提升等现象。

《白皮书》 由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牵头编
著， 调研了长株潭衡城市群中436家有一定智能
制造基础或智能化改造意愿的制造企业。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
讯 （记者 黄婷婷 王晗）
今天，在2018中国(长沙)
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
开幕峰会上，湖南湘江新
区智能系统测试区获国
家工信部授牌，获批成为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一举跻身“国
家队”。 湘江新区智能系
统测试区将肩负起推动
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发展的战略使命。

据了解， 今年底，湘
江新区将建成国内首条
全长7.8公里的“智慧公
交”示范线路，首批百度
自 动 驾 驶 车 辆 上 路 ；
2019� 年， 将开放100公
里智能驾驶开放道路片
区，率先建成首条智慧高
速示范线，全面探索智能
驾驶出租车、 物流车、环
卫车以及智慧停车场等
应用场景落地；2020年，
打造基于5G互联的智能
网联汽车与智慧出行生
态示范片区。

目前，测试区已实现
5G全覆盖。 截至今年10
月，已有一汽集团、阿里
巴巴达摩院、 三一集团、
国防科大、长沙智能驾驶
研究院等单位，在测试场
开展了200余场测试，并
呈现稳步递增的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湘江
新区全域已集聚智能网
联汽车关联重点企业近
200 家 ， 共 完 成 产 值
104.6亿元 ， 同比增长

16.7%；其中，36家重点企业完成产值50亿
元。

今年6月开园的湘江新区智能系统测
试区，是目前国内测试里程最长、场景类型
最复杂的封闭智能系统测试区，涵盖12公
里测试道路、78个智能驾驶测试场景，可
为物流重卡、乘用车、商用车等多种类型智
能驾驶车辆， 提供一站式智能驾驶测试区
测试服务， 其3.6�公里双向高速公路模拟
测试环境和无人机测试跑道在国内独树
一帜。

护好一江碧水
开创环保新局
———访岳阳市市长李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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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对接合作结硕果
一批制造业企业与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牵手
新认定18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26个省级智能

制造示范车间

长株潭衡城市群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成效显著

2015年至2018年4地获批国家级智能制造项目37个，
占全省总数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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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43000
0201811
180055

娄星区高溪洗煤有限公司废气、 粉尘、 噪声污染严重， 偷排循环废水污染
河流。 请求关停该污染企业。

娄底市
娄星区

大气,
水,
噪声

经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娄星分局、 娄底市娄星区水利局、 石井镇政府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 “娄星区高溪洗煤有限公司有粉尘和噪声” 属实， 其余不属实。 该洗煤厂已变更经营范围，
由洗煤变为配煤， 配煤过程不需要用水， 也不产生废水； 2018年8月监测结果显示， 厂界噪声、
无组织排放达标。

属实

1.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娄星分局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制定整改方案， 采取有效措施落
实雨污分流。 2.娄底市娄星区水利局现场要求该公司必须严格按照环保要求， 将
厂区内废水全部收集处理， 不外排河道。 同时， 建议该企业进行雨污分流， 对流
经该厂的雨水沟进行改造， 确保受煤料污染的雨水不入河。

2
X43000
0201811
180046

成家洲的氯酸钾化工厂废气、 废水污染严重。
娄底市
双峰县

水,
大气

经双峰县环保局、 杏子铺镇政府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反映 “杏子铺镇双源村有氯酸
钾厂” 属实， 其余不属实。 目前企业停产， 2018年6月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厂废气、 废水和噪声排
放达标。

属实 要求企业在恢复生产后， 再次对废水、 废气、 噪声进行一次全面监测。

3
X43000
0201811
180063

天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500KVA电炉生产高碳铬铁合金项目） 紧邻居民
区， 未进行封闭式生产，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噪声防护措施等均与环评
不符。 生产时浓烟污染空气； 废水直排周边小溪流， 进入资江； 废渣 （含
铬） 随意堆放， 污染饮用水。 曾多次反映， 但一直未整改到位。

娄底市
新化县

水,
大气,
噪声,
土壤

经新化县环保、 水利、 经科信、 卫计和琅塘镇政府联合调查核实， 该信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属
实。 其中反映 “天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500KVA电炉生产高碳铬铁合金项目） 紧邻居民区， 未
进行封闭式生产， 生产时浓烟污染空气” 属实， 其余不属实。 该企业循环冷却水不外排， 废渣集
中堆放， 属于一般一类工业固废。 企业所在光明村大多数村民使用的生活饮用水由琅塘镇第三自
来水厂提供。

属实

1.责令该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前按照制定的整改方案进行整改， 完成场地硬化，
加强雨污分流收集系统， 拆除矿热炉原有路旁烟囱和原料库破碎机， 加强设备管
理， 防止烟气 “跑、 冒、 滴”。 2.新化县疾控中心对距公司200米处的两个水井进行
采样检测， 结果正在检验中。

4
X43000
0201811
180076

金艮矿业公司从事锰矿开采， 开采过程中将洗矿污水直排， 污染湘江。
永州市
东安县

水
经东安县国土局、 白牙市镇政府、 县环保局、 县安监局、 县林业局联合调查核实， 该问题属实。
其中 “废水排入湘江” 属实， “开采过程中将洗矿污水直排” 不属实。 2018年4月， 东安县环境
保护局已对该企业尾砂池内废水溢流湘江问题立案处罚， 目前该企业未生产。

属实

处理情况： 1.2018年4月16日， 东安县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尾砂池内废水溢流问题
下达了 《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 并处以罚款。 2.8月2日县人民政府组织
国土、 安监、 环保、 林业、 电力和白牙市镇政府等单位对其进行整治， 切断生产
电源， 拆除部分生产设备， 并对尾矿库进行整治。
整改情况： 1.2018年10月18日， 县政府向省国土资源厅呈报了 《关于建议不再给予
东安县锰矿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的函》， 建议省国土资源厅不再给予该企业采矿权
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2.2018年11月14日， 为做好该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县政府
向省自然资源厅呈报了 《关于东安县锑矿 、 锰矿区综合治理项目立项的请示 》
（东政 〔2018〕 10号）。

5
X43000
0201811
180007

永州市冷水滩区上桥镇原阳山观中心小学内的天丰养殖万头养猪场无任何
环保设施， 猪粪、 养殖污水污染了整条石江， 江底沉淀的猪粪达40厘米以
上， 严重污染了村民的饮用井水。 该养猪场与湘江直线距离只有358米，
离石江只有50米， 距村民住房100多米， 严重违反了有关条例， 多次投诉
未果， 强烈要求关闭取缔该养猪场。

永州市
冷水滩

区
水

经冷水滩区畜牧水产局、 区环保局、 区水利局、 上岭桥镇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企业为天丰畜牧发
展有限公司， 反映情况属实， 其中反映 “养猪场离石江只有50米” 属实， 其余不属实。 该公司现
共存栏生猪4000余头， 距离湘江约1公里， 离石江约50米， 距最近村民住房约200米。 该公司建有
大型化尸池、 黑膜沼气池、 沼气发电站、 水深度净化处理工程等处理设施， 废水经处理后用于灌
溉。 经现场核实， 江底并无沉淀的猪粪。 2018年5月份对处理后废水采样监测， 显示达标； 对周
边井水采样检测， 显示大肠杆菌超标， 其余未超标。 8月再次对井水采样检测， 显示达标。

属实

1.督促该公司落实环评批复要求，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转， 污水不外排。
2.2018年11月22日至23日， 对公司处理后的废水和周边井水采样， 将根据检测结果
采取下一步措施。 3.冷水滩区委区政府投资40万元新建阳山观村集中供水工程， 解
决村民饮水安全问题， 预计12月10日前全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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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芭蕉湖污染严重： 周边村民私修堤围湖养殖， 导致湖泊蓄水和防洪功能
受到严重破坏； 西岸、 南岸填湖建房， 开发房地产； 华能电厂冷却水和火
力煤灰污染水体。 2.云溪河污染严重： 岳化总厂化工污染河流； 河岸非法
建筑林立， 生活废水、 垃圾直排， 导致云溪河成了黑臭水体。

岳阳市
市辖区

水,
土壤,
大气

经楼区农林水务局、 云溪区农业局、 云溪区水利局、 新港区建设规划部等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
属实。 其中： 1.芭蕉湖 “周边村民私修堤围湖养殖” 属实。 2. “填湖建房， 开发房地产” 不属实。
3. “华能电厂冷却水和火力煤灰污染水体” 不属实， 该电厂落实环评批复要求， 仅机组循环冷却
水外排芭蕉湖； 一期灰场已完成封场， 整体覆土植绿， 未发现对芭蕉湖水体有污染现象。 4. “岳
化总厂化工污染河流” 不属实， 监测结果显示外排水达标。 5. “河岸非法建筑林立， 生活废水、
垃圾直排， 导致云溪河成了黑臭水体” 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 1.楼区开展养殖网箱整治工作， 已拆除芭蕉湖水域内2.4万平方米网箱、
2100米赶鱼网、 1690米珍珠网箱及湖内竹竿等设施。 2.加强对芭蕉湖水域日常巡查
力度， 严厉打击违法围湖行为； 3.对云溪河黑臭水体开展综合环境整治。
整改情况： 2017年8月， 云溪区启动云溪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建设， 现上游已完成
整治， 下游整治工程于9月开工， 已完成部分河道清淤和截污， 力争11月底完成主
体工程建设， 12月实施水体和岸线修复工程。 根据20日水质检测结果， 目前云溪
河上、 下游水体均已消除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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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当地政府纵容企业在虎形组倾倒工业废水3100吨。 2016年蒙华铁路
公司建设时触动污染源， 造成二次污染， 经检测水体、 泥土中挥发酚达
130mg/L。 废水流入长江。 请求彻查。

岳阳市
临湘市

水,
土壤

经长安街道和环保局联合调查， 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投诉地点实际是指长安街道路口铺村原新合砖厂。
针对倾倒工业废水问题， 2017年5月13日， 临湘市公安局对原新合砖厂负责人田伟军执行了拘留。 废水、
污染底泥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了处置， 坑塘进行了回填复绿。 2018年5月该区域土壤， 周边露天井水和
深井水进行了检测， 结果均合格。 现场距离长江约30公里， 不存在流入长江的情况。

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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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项目电镀中心离居民区不到200米， 电镀酸臭味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新辉公司环保设施不达标， 仍在扩建中， 电镀厂的 “三废” 严重影响周边
居民健康。

湘潭市
湘乡市

水,
大气,
土壤

经湘乡市经开区、 湘乡市环保局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 1. “电镀中心离居民区不到200
米” 问题不属实。 2. “电镀过程存在酸臭味” 问题属实， 该中心在产电镀企业安装了酸雾收集系统，
检测显示废气未超标。 3. “新辉环保设施不达标， 仍在扩建中” 问题不属实， 该公司实际名为湖南新
辉电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因企业经营不善， 处于停产状态多年。

属实
湘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市环保局将加强对湖南兆亮电镀有限公司、 湖南新
辉电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监管和监察执法工作， 确保企业按环境保护的要
求进行生产，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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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华亚玻璃有限公司存在问题： 1.清洗废玻璃的池子未进行及时清理，
废水经常直排， 污染周边农田土壤； 2.废气直排， 呈黄色， 有时带有刺鼻
异味； 3.生产时噪声扰民。 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 请求关闭。

衡阳市
衡东县

水,
大气,
噪声

经衡东县经开区、 大浦镇政府、 衡东县环保局调查核实， 该信访举报问题属实。 其中： “生产时
噪声扰民” 问题属实， 其余不属实。 2018年8月该公司已按照经开区要求完成废水问题整改， 废
水经处理后循环回用， 未直排， 未污染周边农田； 增加了脱硫设施， 10月23日经监测废气达标。

属实

处理情况： 衡东县环保局进一步加强对华亚玻璃的环境监管， 督促企业完成噪声
整改， 做到稳定达标排放。 同时高度重视群众诉求， 尽快协调周边矛盾， 确保华
亚玻璃完成整改任务。
整改情况： 华亚玻璃正在按噪声整改方案， 组织噪声防护墙等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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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镇金星造纸厂， 晚上废水、 废气直排， 污染河流及地下水。 废纸露天
堆放， 臭气熏天。

长沙市
浏阳市

水,
大气,
土壤

经浏阳市组织金刚镇、 环保局、 水务局、 经信局调查核实， 举报的内容属实。 其中 “废纸露天堆
放” 的情况属实， “晚上废水、 废气直排， 污染河流及地下水” “臭气熏天” 的情况不属实。 该
企业2017年1月22日停产至今， 厂区地面有少量废纸和塑料， 卫生状况较差。

属实
要求企业立即对厂区垃圾进行清理， 对周边环境卫生进行整治。 金刚镇加强对企
业的巡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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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龙桥镇徐家湾从益阳至长沙的高速公路旁有一家大型塑料破碎厂， 用煤
炭作锅炉燃料， 气味扰民， 黑色废水直排， 污染水源。 白天作业的噪声扰
民。

益阳市
赫山区

噪声,
水,
大气

经赫山区衡龙桥镇政府、 赫山环保分局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 反映的单位为益阳市富祥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无锅炉和燃煤， 9月2日自行停产至今。 发现该厂废水处理池未及时清理， 厂房
及设施设备老化， 已达不到环评批复要求， 原材料和成品乱堆乱放。

属实
赫山环保分局下达了现场监察文书， 责令该公司立即进行整治， 未完成整改、 未
通过验收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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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南工业园和诚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废气污染严重扰民。 多次向当地反映
无果。

邵阳市
隆回县

大气

经隆回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 县环保局调查核实， 反映的实为隆回群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
和诚医药化学品有限公司， 反映情况属实。 其中： “两家企业距离居民区300米” 属实； “生产
作业时排放化工废气扰民” 属实； “绿色废水通过地下管道直排资江河” 不属实， 两家企业废水
经处理后排放至园区污水管网。

属实 隆回县环境保护局已对两家企业废气问题分别立案处罚。 两家企业目前主动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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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高村百赛化工厂烟囱排放异味黑烟， 化工垃圾在山坡、 水塘随意填
埋。 2.中高村没有垃圾池， 生活垃圾乱丢乱放。

衡阳市
衡南县

大气,
土壤

经衡南县环保局、 水利局、 林业局、 住建局、 农业局及松江镇政府开展联合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
况属实。 其中， 反映 “该村以及好几个村没有垃圾池” 问题属实， 其它问题不属实， 百赛化工厂
生产现场原料、 渣料、 产品均入棚入库， 未发现随意填埋现象。

属实
处理情况： 衡南县农村垃圾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要求松江镇政府按照农村垃圾处理
要求对存在垃圾乱堆乱放问题进行整改。
整改情况： 安排专人对该村没有及时清运的垃圾进行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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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内多家企业， 生产废水废气直排， 对水源、 土壤、 空气造成了污
染。 天宁热电厂夜间烟囱排放黑烟， 导致土壤被重金属污染， 附近种植的
蔬菜不能食用。

长沙市
宁乡市

大气,
水,
土壤

经宁乡市经开区管委会现场调查核实， 该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属实。 其中 “城郊街道怡宁社区杨家
湖组工业园内多家企业， 排放生产废水废气” 属实， 其余不属实。 1.园区企业污水经截污管网收
集后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园区由天宁热电厂集中供热， 禁止其它企业新增燃煤装置， 每季
度检测结果显示天宁热电废气达标排放。 2.杨湖组周边企业没有涉重企业， 没有造成土壤重金属
污染。 3.居民用水为自来水。

属实

1.环保部门和园区加强监管， 督促企业切实提高自主守法水平， 稳定运行污染防
治设施， 做到达标排放， 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2.按照宁乡 《关于危房申请协议拆
除的实施办法》 (宁政办函[ 2017 ] 1号) 的相关规定,由经开区管委会负责具体实
施， 加快推进杨家湖组的拆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