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曹娴 ）近
日，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协
调联络组， 通报了常德市澧县湘澧盐化有
限责任公司卤水渗漏问题、 岳阳市平江县
三升石材厂擅自生产调试问题的问责情
况。

针对群众信访件反映问题， 澧县政府
调查发现， 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的采矿
区位于澧县盐井镇盐井村， 开采的卤水通
过管道输送至津市市厂区加工。矿区7平方
公里范围内，由于年代久远、管道老化等原
因，存在卤水渗透隐患。沿线排查发现，盐
井村1组有一处卤水输送管道接头存在渗
漏，渗漏卤水流入该组八字槽门堰塘，造成
水体污染， 存在堰塘死鱼及周边植被死亡
的情况。

当地相关部门立即责成湘澧盐化对渗
漏点进行抢修， 对造成周边堰塘及植被污
染问题实施抢救性修复， 对卤水渗漏造成
堰塘死鱼和周边植被死亡问题作出合理经
济补偿。经澧县纪委、县监察局研究，对分
管环保工作的盐井镇政协联络处主任余
刚， 包村干部、 副镇长刘经龙进行警示谈
话；对镇规划建设环保站站长彭勇军，盐井
村支部书记蒋训山、 村主任王本权给予诫
勉谈话处理。

群众投诉平江县伍市镇三升石材厂
产生噪声、粉尘污染，并且生产废水直排
汨罗江。经核查，平江县政府今年初对伍
市及周边乡镇范围内的石材加工企业进
行专项整治。三升石材加工厂属于19家规
范整顿的石材加工厂之一。该厂本来处于

整改阶段，但10月25日前后擅自利用厂内
原有花岗石原料进行短期生产调试。对
此，平江县相关部门和园艺示范中心对该
企业进行严重警告，勒令停止擅自生产调
试的行为。

平江县根据相关规定， 决定对县园艺
示范中心何接成作停岗检查处理； 对平江
县伍市向家石材开采加工整治规范工作指
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县国土资源局党组成
员曾湘林作诫勉处理； 对伍市向家石材开
采加工整治规范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组合组
组长吴付庚作诫勉处理； 对伍市向家石材
开采加工整治规范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巡查
组组长章涛作诫勉处理； 对县园艺示范中
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曾雨林，副主任罗坚作
诫勉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在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相关工
作上，郴州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哪些决策部
署？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行动？成效如何？”
11月28日， 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郴州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

刘志仁说，郴州市委、市政府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以鲜明的态度、果断的措施、严格
的标准，主动配合、积极整改、边督边改，严
格落实督察组和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各项任
务。为此，市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成立工作
协调联络组，全市上下形成了“一盘棋”，全
力配合做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
作。

“严明责任，抓实整改。”刘志仁坚定地
说，郴州严格落实各级各相关部门的整改责
任，按要求、限时间抓好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及信访件办理工作, 市里还成立了3个
现场督查组，对转办的信访件特别是重点件
的办理、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督导督办。

“在推进环保督察工作中，郴州坚持边
督边改，有哪些做法和经验值得重点推介和
借鉴？”记者问。

“发现和接到问题立马整改、 真改实
改，不拖拉；对违规违法问题严查严办、彻
底整改，不留后患；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循
因施策，不搞‘一刀切’。”刘志仁思路清晰
地说。

刘志仁告诉记者，当收到反映永兴朗丰
色料实业有限公司非法排污问题的信访件
后，市、县两级高度重视，市委书记易鹏飞立
马赶到朗丰公司进行督查督导，强力督促全
面整改。要求对该公司超标排放污染事件立
案查处，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通过快改、真改、实改、彻底改，郴州市
整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批突出问题及时
得到解决，一些多年反复不绝的顽疾得到彻
底根治。截至11月26日，郴州共接收中央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件27批次
224件，其中重点件29件。现已办结111件，
责令整改企业81家，立案处罚16件，处罚金
额152万元，行政拘留1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当聊起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给群众带来的获得感、
满意度时，刘志仁说，检验整改成效最关键
的就是得到群众的认可，集中体现在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上。通过“回头看”和问题整
改，一批影响群众生活的环境问题得到较好
解决，广大群众纷纷点赞。

刘志仁举例说,北湖区东风路夜宵市场
餐饮油烟问题困扰周边群众十多年，借助中
央环保督察的东风，市里对东风路餐饮企业
整治搬迁， 彻底解决东风路的餐饮油烟问
题， 并将这一模式向城区餐饮行业进行推
广。今年以来，市长热线接到的餐饮油烟问
题投诉大幅降低。针对群众反映的临武县聚
鑫锰业和永发砷渣污染环境的问题， 按照
“应急处理+综合治理”的思路，县里采取有
力措施，迅速抓好环境问题整改。同时投入
20余万元为水东镇深渡村石珠蔸自然村89
户居民接上自来水，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群
众对此非常满意。

对于下一步工作，刘志仁表示，一要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 敢于较真碰硬的决心，将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反馈的意见和转办的
信访件，一项一项抓落实，切实解决好环保
突出问题；二要制定有效措施，科学地治理
环保问题；三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真正造福人民群众。

对环境问题监管不力被问责
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卤水渗漏、平江县三升石材厂擅自生产

调试导致环境污染

真改实改 严查严办
———访郴州市市长刘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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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0日，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一批转办重点信访件9件，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重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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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430
00020
18111
90023

怀化市17家纸厂不同程度存在偷排，环保不达标，产能落后，有的企业检查组检查期间
停产，检查组走后恢复生产，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请查明实情。具体名单：1.怀化市原
玻璃厂；2.溆浦县集低庄造纸有限公司；3.洪江市海得利纸业有限公司；4.麻阳苗族自
治县锦江联合造纸厂；5.新晃自强纸业有限责任公司；6.洪江区顺安纸制品厂；7.中方
县泰鑫造纸厂；8.湖南五强溪特种纸有限责任公司；9.洪江市福利有限责任公司；10.通
道侗族自治县祥和纸厂；11.会同惠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12.会同春辉造纸有限公司；
13.中方县隆盛纸有限公司；14.溆浦中林造纸厂；15.芷江恒兴纸制品厂；16.芷江荣森生
态纸业纸品厂；17.中方县桐木纸板厂。

怀化市
市辖区

水
经怀化市环保局联合相关部门调查核实， 所反映的 “不同程度存在偷排”“环保不达标”属
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 怀化市环保局下发了 《关于印发<怀化市造纸行业整治工作方案>的通
知》，对全市造纸行业开展整治。2.沅陵县环保局对湖南五强溪特种纸有限责任公司立
案调查，下达《沅陵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通知》，责令停产整改；3.新晃侗
族自治县经信科技和商务粮食局责令新晃侗族自治县自强纸业有限公司在10日内自
行拆除1092型纸机。
整改情况：1.湖南五强溪特种纸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停产整改；2.新晃侗族自治县自强
纸业有限公司已制定拆除方案，计划于12月1日拆除完毕。

2

X430
00020
18111
90020

益阳晶基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原桃江县板溪锑品矿冶厂内继续偷偷生产玻璃澄
清剂。严重污染地下水、空气，对该村农业作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益阳市
桃江县

水,
大气

经桃江县政府组织科工、环保、安监、市监、公安、浮邱山乡政府等单位调查核实，该举报情
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桃江县环保局对益阳晶基光伏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
为立案查处，责令立即停止建设，拟处罚款1万元；2.桃江县安监局对原料不按规定存
放、超量储存等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整改情况：该企业原料不按规定存放、超量储存等问题于11月22日整改到位；桃江县
公安局依法对该公司易制爆危化品硝酸钠进行了备案登记。

3

X430
00020
18111
90006

1.娄底城区生活垃圾运输至蛇形山镇的泉塘村填埋；2.市区医疗垃圾在蛇形山镇梓木
村焚烧处理；3.古塘村楠木冲石灰岩矿采石场，之前暂停了，现在已解禁；4.古塘村与茶
园镇儒阶冲村接壤处（樟树牌、井墈上）有家养猪场。上述行为导致空气、水等污染。

娄底市
娄星区

土壤,
大气,
生态,
水

经娄底市环保局、市国土资源局娄星分局、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娄星分局、娄底市娄星区畜牧
兽医水产局、万宝镇政府、蛇形山镇政府调查核实，2号问题反映焚烧烟气净化外排，存在污
染的情况属实；3、4号问题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执法监管，督促企业对焚烧处置污
染治理进一步完善，确保达标排放；2.娄底市娄星区畜牧兽医水产局向湘村黑猪第一
育种场下达了整改指导意见，要求该场正常运行全套粪污处理设施。
整改情况：卓裕矿业正按照边报批边整改边复产准入要求，积极开展整改。

4

X430
00020
18111
90022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经常夜间通过烟囱偷排煤烟毒气，异味扰民，并且夜间机器噪
声影响居民休息。

岳阳市
临湘市

大气,
噪声

经岳阳县环保局、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园联合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岳阳县环保局对
湖南科伦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锅炉已停运（使用集中式供气），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正
常；岳阳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公司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其噪声排放符合国家
排放标准。

不属
实

5

X430
00020
18111
90010

龙船镇湖南味视食品公司的废气直排气味呛人，废水直排，呈乳白或黄黑色，污染湘
江。

株洲市
株洲县

大气,
水

经株洲县环保局调查核实，“废水呈乳白或黄黑色”情况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株洲县环保局对湖南味视食品公司下达《责令停止排污行为决定书》，责令其
于2018年11月23日之前停止排污行为； 并对其月产5吨熟食加工项目建设项目未办理环
评手续、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违规排放废水、废气污染
物等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立案查处。
整改情况：企业已按要求停产整改。

6

D430
00020
18111
90018

1.叮当凹垃圾填埋场，两年前停用后没有进行覆土复绿，垃圾裸露，污染地下水源，臭
味扰民。2.在垃圾场上建了煤矸石场，没有任何手续，灰尘满天飞。

郴州市
嘉禾县

土壤,
大气

经嘉禾县城管执法局、县国土局、县环保局、县住建局、县疾控中心、县水务局、珠泉镇政府
调查核实，“两年前停用后没有进行覆土复绿，垃圾裸露，污染地下水源，臭味扰民”“灰尘漫
天飞”的问题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嘉禾县环保局对嘉禾县劲福工贸有限公司下达了《嘉禾县环境保护局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立案查处。2.嘉禾县安监
局对嘉禾县劲福工贸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指令书》。
整改情况：1.2018年11月嘉禾县呈文请示省住建厅同意该项目于2019年6月30日前封
场整治完工，同意后将予以实施封场。2.嘉禾县劲福工贸有公司正在停产整改。

7

D430
00020
18111
90020

龙海镇茨冲村的4家冶炼厂，工业废气难闻，工业废水直排，导致农作物死亡，影响居民
生活用水和身体健康。

郴州市
安仁县

水,
大气

经安仁县环保局、县经科商局、县农业局、县卫计局、龙海镇政府调查核实，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 已编制 《安仁县湘达公司周边农田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场调环境调查方
案》、土壤污染修复和治理方案草案；2.湖南隆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体废物已完成整改。
整改情况：1.加强对安仁县通达金属有限公司、湖南荣辉博森环保有限公司的日常巡
查监管， 加强对隆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仁县永昌永乐贵金属有限公司的监管力
度。2.加快与第三方编制单位的衔接，尽快启动湘达周边土壤修复治理项目。

8

D430
00020
18111
90072

华石山村永州市温氏集团养猪场（约6000头猪），污水排放到附近的农田、沟渠。
永州市
零陵区

水

经零陵区畜牧水产局、区环保局、邮亭圩镇政府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永州市温氏
集团养猪场实为永州温氏集团的一个合作养殖场，现有存栏生猪1800头，养殖场采用雨污
分离、干粪收集，配套建有集粪池、异位发酵棚，所产生的粪污用污水泵抽送到发酵床通过
菌种发酵处理，周边未发现信访人反映的猪粪外排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外排的现象。

不属
实

9

D430
00020
18111
90041

南洞庭芦苇场湿地保护区（南洞庭回龙山）内修堤之后，仍存有约1200多亩用于养龙虾
的矮围。矮围东边与共华镇原来的新华乡东风港相连，西边与万子湖乡管竹山村芦苇
山相连。

益阳市
沅江市

水

经沅江市畜牧水产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不属实。举报中的围堤为血防灭螺间堤，西、东、
南三面均无围堤，不属于封闭性围堤。此处曾有渔民在此捕鱼捞虾，未有人进行修筑矮围和
龙虾养殖活动。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洞庭湖区矮围网围清理整治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沅江市对该血防灭螺间堤正在实施拆除。

不属
实

� � � � 湖南日报 11月 29日讯 （记者 曹娴 ）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
省转办第三十批 11月 28日 8时至 20时的
群众信访举报件， 共151件， 其中重点件
12件。

第三十批举报件中，按地区分布为 ：
长沙市 44件，衡阳市 19件，邵阳市 15件，

益阳市、湘潭市各 12件，娄底市 11件，株
洲市10件，郴州市 7件，永州市 6件，常德
市5件，岳阳市4件，怀化市、张家界市各3
件。

前三十批累计交办3855件，其中重点件
316件。 分别为：长沙市1012件，衡阳市397
件，娄底市276件，岳阳市268件，邵阳市256

件，郴州市246件，常德市243件，永州市237
件，湘潭市231件，株洲市201件，怀化市184
件，益阳市165件，张家界市82件，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35件，省发改委17件，省生态
环境厅3件，省工信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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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三十批151件信访件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今年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
艾滋病日”，主题为“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
享健康”。 长沙海关今天在湖南国际旅行卫
生保健中心举办了“世界艾滋病日”实验室
开放日活动，一批出国劳务人员、对外工程
管理人员、来华留学生等参加了活动。海关
表示，随着我省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传染
病跨境传播的风险也在提升，需进一步加强
防范。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各地海关
负责制定所辖口岸艾滋病预防控制的工
作计划，对口岸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进行

组织、协调和管理，实施检疫、检测、疫情
报告及控制等。湖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主要承担我省出入境人员传染病监测、
健康检查、国际旅行预防接种、卫生保健
咨询等职责。长沙海关提醒，申请出境1年
以上的中国公民以及国际通航的交通工
具上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应当持有海关指
定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含艾滋
病检测结果的有效健康检查证明；申请来
华居留的境外人员，应当到海关指定机构
进行健康体检，凭含艾滋病检测结果的有
效健康检查证明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手
续。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莫李丽 曹玮）今天上午，湖南宇晶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是今
年我省上市的第4家企业。至此，注册地在我
省的上市公司达到104家。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设在益阳市
资阳区长春经开区内，成立20年来主要提供

硬脆材料切割、研磨及抛光等加工服务，生产
30余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拥有国家
专利81项，其中发明专利17项。该公司还是
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理事单位、 国家
火炬计划益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基地重点企
业、省高新技术企业。

此次宇晶机器登陆深交所中小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2500万股，募集资金约4.4
亿元，将用于公司研发中心扩建、多线切割
机和研磨抛光机扩产、 智能装备生产等项
目。

益阳市政府金融办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
市已有6家企业成功登陆A股市场，A股上市
企业数居全省第四位。

出入境应注意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
海关提醒， 申请出境一年以上应当持有有效健康

检查证明

湖南宇晶机器在深交所上市

�荨荨（紧接1版）将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小微企业范围， 由原来的年应纳税所得
额10万元逐步提高至100万元； 提高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
户授信额度上限等， 有效激发小微企业的市
场活力。

推进税制改革，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全面实施营改增统一货物和劳务税制，打
通税收抵扣链条；对按去产能和调结构政
策要求停产关闭的企业， 免征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提高到 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

业扩大至所有企业 ， 激发创新动力 。此
外，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和环保费改
税改革，在全国首开先河试点砂石资源税
从量分档税率计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的绿色税制不断健全 ， 引领企业绿色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