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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8日，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二十九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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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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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430
00020
18112
70021

城北中学旁边有很多塑料加工厂、金属冶炼厂、汽油加工厂等小作坊，无环保设施，气味扰
民。

怀化市
中方县

大气
经中方县城管局、县环保局、县经科商粮局、中方镇政府调查核实，反映情
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中方县委、县政府已组织对该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共查实加工企业两家，作坊式加工
点20余个。
整改情况：中方县开展综合整治，对5家没有行政审批手续的启动强拆行动；相关行政部门下达法
律文书，责令相关非法作坊点业主限期拆除，合法企业限期改正。

2

X430
00020
18112
70028

江北垃圾填埋场是生活垃圾填埋场，实际包括工业垃圾、医院垃圾、建筑垃圾等，垃圾堤坝、
渗滤液收集池已全部被土覆盖，未按规范防渗。目前下坡处沿途有三个废弃水塘，收集部分
渗滤液，主要来源市九牧畜业的粪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垃圾填埋场已覆盖，但场地四周
无截洪沟和场区排水工程，场周边居民70余口水井被污染，农田耕地污染严重。该场离资江
河约1公里，离城西水厂不到2公里，为二级水源保护区，填埋场闭场后仍有渗滤液流出，威
胁饮水安全，渗滤液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特别是原江北农场四工区。请求对垃圾场污
染情况、对污染农田、耕地进行检测，并公示；对原江北垃圾填埋场进行整体搬迁。

邵阳市
北塔区

水,
土壤

经邵阳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北塔区环保分局调查核实，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2011年，该卫生垃圾填埋场停止接收垃圾，并进行了污水收集、沉淀池修建、雨污分
流、沼气导排、覆土种植绿化树木。2.2013年，给附近百姓安装了自来水，对农作物被污染进行了
经济补偿。3.2017年5月启动了封场治理，前期相关手续基本完成，力争在2019年底前治理到位。4.
经检测，雨水口的水质达到地表水质量标准Ⅲ类限值。
整改情况：北塔区环保局对邵阳市牧可养殖有限公司加强监管，废水处理设施维修期间做好统一
集中处理，不外排。

3

X430
00020
18112
70017

岳家桥镇南桥村：1.万能猪场猪粪便直排河道。2.富盛骨制品厂生产污水不经处理直排下游
池塘，污染群众生活用水。3.宁乡明仕花炮厂生产车间化学原料清洗污水直排，污染周边水
塘。

益阳市
赫山区
长沙市
宁乡市

水
1.经赫山区环保分局、畜牧水产局、岳家桥镇政府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
属实。2.经宁乡市环保局、安监局、煤炭坝政府联合调查核实，该信访举报
件反映的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赫山环保分局责令富盛骨制品厂停产整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开工生产；责令万能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确保污染处理设施正常运行。2. 宁乡市环保局对明仕花炮厂进行取样监
测，周边水塘未受到污染。
整改情况：1.富盛骨制品厂正在按要求停产整改。2.宁乡市煤炭坝镇党委、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
组织对该厂周边住户进行走访，了解群众诉求。

4

D430
00020
18112
70034

张家界继沅科技有限公司，24小时生产噪声扰民，尤其夜间屈子坊路噪声最大，生产气味扰
民，并且晚上通过厂内的大罐子（直径4米，高度12米）把黑色污水排到围墙边的水池内，经
水池直排到旁边的井口，污染水源。

张家界市
经开区

噪声,
大气,
水

经张家界市开发区环保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其中反映的生产噪
声、气味扰民属实；其它问题不属实。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企业卫生防护距
离内居民搬迁滞后导致的环境问题。

属实

处理情况：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立即
进行整改，于2019年1月30日前完成环保验收工作。
整改情况：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24幢居民住宅，北侧和南侧10幢计划于2019年6月底前完成征拆
工作；东侧14幢计划于2019年12月底前完成征拆。在拆迁未完成前，区域内受影响住户可向经开
区提出安置过渡用房申请。

5

D430
00020
18112
70044

子良镇锣坪垭社区五一小组养殖场（老板梁远国） 离饮水工程只有五六十米远，养殖废水
直排饮水工程及沟渠，多次举报无果。

常德市
石门县

水
经石门县畜牧兽医水产局、环保局和子良镇人民政府联合调查核实，该信
访举报件反映的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石门县畜牧兽医水产局责令永国家庭农场养猪场完善污染防治设施。2.石门县环保
局针对永国家庭农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3.石门县人民法院已受理行
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申请。
整改情况：1.目前，该养殖场已完成露天堆放干粪和污染沟渠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养殖生猪清栏，
已外运十余头。2.待养殖生猪清栏后，该养殖场立即开展配套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6

X430
00020
18112
70015

董家村泡沫厂使用煤炭作燃料，产生黑烟，污染空气；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沟渠、农田，
导致水体发臭，重金属超标，污染农田。检查时就停业，检查组一走，就开始生产。

株洲市
荷塘区

大气,
水,
土壤

经株洲市环保局荷塘分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株洲市环保局荷塘分局责令其立即拆除燃煤锅炉，周边散落的聚苯乙烯颗粒进行清
理。株洲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水沟内残留水进行了采样，目前正在对水样进行分析中。待水质监
测报告出具后依法处理。
整改情况：1.企业正在对燃煤锅炉和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拆除；2.预计2019年6月待厂房建成后搬迁。

7

D430
00020
18112
70031

临湘市安基化工公司工业废水直排，导致农田荒废。工业废气直排，气味扰民。希望取缔。
岳阳市
临湘市

水,
大气

经临湘市工业园管委会和市环保局联合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临湘市环保局责令该企业制定整改方案，加强废气收集处置工作，加大对设备设施的
跑冒滴漏巡查力度。
整改情况：该公司已制定废气治理专项方案，加大对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完善升级。

8

D430
00020
18112
70083

皇帝岭林塘（地名）观音村友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排放污水到双河水库，排污口在选矿厂和
尾沙坝上。

邵阳市
邵东县

水
经邵东县环保局、水务局和皇帝岭林场调查核实，反映部分处理后废水排
入到双河水库情况属实，其它情况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邵东县环保局对友伟公司铅锌矿外排废水进行多次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所测项目
都没有超过《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整改情况：1.邵东县环保局和皇帝岭林场加大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不定期对该公司污染物排放情况
进行取样监测。2.皇帝岭林场和观音村加强对水库周边养殖业的监管，确保不对水库水质造成污染。

9

D430
00020
18112
70032

富邦石业，开采和加工大理石的企业，企业非法开采，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河流，开采出的石
头和泥巴随处堆放，并在山顶挖了很多的池塘收集石灰水，下大雨的时候会溢出。

邵阳市
新宁县

生态,
水

经新宁县黄金瑶族乡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调查核实，反映非法开采，开采
出的石头和泥巴随处堆放属实；其它不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1.今年以来，新宁县安监局、县国土资源局、县环保局、县水土保持局均对该企业违法
行为进行了查处；2.2018年7月9日，新宁县政府组织国土、安监、环保、经信、公安及黄金乡政府等
相关部门，对该矿山切断了电源，拆除了主采区所有轨道、搬离了开采机械设备，进采场的公路
有两处已用巨石封堵。
整改情况：企业正在停产整改中。

10

D430
00020
18112
70046

东阳渡镇镇上二七二厂废水直排流入湘江。
衡阳市
珠晖区

水

经衡阳市环保珠晖分局、珠晖区经科信局及东阳渡街道工作人员调查核实，该
举报件不属实。该公司按照废水污染源项类型，建设了纯化废水处理车间、转
化废水处理车间2套废水处理设施。 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由排放管道外排湘江。
该公司在总排口处设有在线监测设备，实时接受监管；该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第
三方检测单位，对外排废水水质进行取样分析，外排废水均达到排放标准。

不属
实

产业园区：动能转换以业兴城

在长沙这片沃土， 广汽三菱时有喜报传
出。今年10月16日上午，广汽三菱研发中心和
零部件产业园开工及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投
产活动举行。承载产品开发和技术突破重任，
该项目将引进国际化优秀人才、 配备国际先
进研发设备、设立世界顶级新能源试验中心，
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研发综合实力。 这是长
沙融入全球经济版图, 推动园区企业转换动
能，发展智能制造的成功案例。

1992年， 广汽三菱置身的长沙经开区还
是一片荒山野岭。 几把挥动在当时长沙县望
新乡的铁锹划破了乡村的宁静。而今，长沙经
开区企业数量和质量持续上升， 拥有三一集
团、上汽大众、广汽三菱、山河智能、蓝思科
技、博世长沙等一大批重点企业。截至今年10
月，世界500强企业在长沙经开区投资的企业
达35家。

城以园兴。 长沙县的县城建设与经开区
在望新乡的红土地上同步启动， 到现在已成
为一座靓丽的现代化新城， 和长沙主城区几
无二致。2016年以来，长沙县进入区县一体的
全面融合期。产业园区与城市的融合，让长沙
县的改革突破进入更深层次。

长沙的工业园区， 都是从艰苦创业中起
步。1988年，长沙高新区开始开发建设。那时，
它还是一块无马路、无企业、无人问津的黄土
地。 如今， 综合实力位列国家级高新区第12
位、创新能力稳居前10位。

不久前，开园仅6个多月的湖南湘江新区
智能系统测试区获国家工信部认可，获批“国
家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 )测试区”，捧回“国字
号”招牌。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 这已逐步成为引领新区新旧动能
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从长沙东部经济走廊，到西部产业高地，
处处都有园区动能转换的铿锵足音。

年关将至， 在宁乡经开区格力智能装备
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运输车来往不绝，工人
们正加紧作业。2019年6月， 这里将建成国内
最大的商用空调生产基地。

2016年，望城经开区成为长沙第5家国家
级开发区，当年“五区九园”工业增加值在全
市占比超过60%。

园区经济已成为长沙打造经济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力军。

2017年，长沙GDP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规模工业总产值过万亿元，高新技术产值（含
第三产业）过万亿元。

2018，长沙开启“过万亿再出发”，走上更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产业报国：全球发力智造未来

今年9月13日，美国东部的佐治亚州阳光
灿烂。在省委书记杜家毫的见证下，三一重工
美国公司第2000台挖掘机下线。

三一重工在美国拥有4万平方米生产基
地和成熟的研发体系、经销网络，杜家毫鼓励
企业向更新更高的目标迈进。

今天的长沙， 是全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
造基地。

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还是
洋品牌的天下， 新生的工程机械公司的企业
家怀抱产业报国情怀， 以杀开一条血路的劲
头，瞄准世界一流，用20多年时间，从跟跑、并
跑、到领跑，在广阔的市场上纵横驰骋,仅仅是
长沙出产的混凝土机械，就占据了全球80%的
市场份额。

放眼长沙，中联智慧产业城启动建设，三
一“互联网+重卡”供不应求，铁建重工研制国
内首台套隧道智能化注浆装备， 工程机械世
界级产业集群渐渐成型。

胸怀同样的梦想和情怀， 长沙企业家40
年来真抓实干，形成了工程机械、电子信息、

新材料
等 7 大
千亿级产业集
群， 智能制造
水平站在全球产业
前沿。

敞亮整洁的厂房里，铸件、
熔炼、压铸、热处理、喷漆，连排的自动化设备
和几十个“机器人”，正有序地进行生产———
从破土动工到钢柱林立，再到封顶投产，要用
多长时间？ 中信戴卡南方智能制造产业园的
回答是：7个月。

作为长沙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长沙戴卡
不断刷新着“望城速度”。园区以“无人化制
造”为目标，是世界铝轮毂生产行业自动化程
度最高、智能化技术最新的工厂之一。

长沙的决策者反复强调： 要聚焦实体经
济，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要牢牢坚持以智能制
造为统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15 年 7 月 ，《长 沙 智 能 制 造 三 年
(2015-2018年)行动计划》在全国率先发布，开
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大力推进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培育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企业和产业。

2017年出台智能制造新三年行动计划。
在全国率先推行链长制，20名市领导兼任22
条产业链的链长。

“工业30条”和“人才22条”先后发布，被
企业界呼为最为过瘾的“政策双生子”。

今年， 出台国内力度最大的智能化技术
改造支持政策；出台人工智能支持政策……

眼下，“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 正马不
停蹄。长沙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助
力工业经济实现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突破，推
出的多项振兴实体经济的组合拳， 奏响了大
力振兴工业实体经济的“最强音”。

2017年，
经过转换动

能、 智能制造的洗
礼，长沙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利润总额 751.57亿
元，是1978年的75.3倍，年均增长

11.7%。
2018年， 长沙产值超百亿元工业企业达

13个，A股上市公司达61家， 在中部地区居首
位。每1.3分钟一台整车下线，每3天引进一个
投资过2亿元的重大高端智造项目，累计获国
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及专项达27个， 在全
国省会城市排首位。长沙，正朝向“国家智能
制造中心”全速迈进。

产业协同：通江达海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火热的
建设场景， 频频出现在长沙各个园区项目建
设现场。

雨花经开区近年来先后引进了西门子、
中国航天科技等世界500强企业， 大族激光、
泰达机器人、创研智能、驰众机器人、中南智
能等国内行业龙头项目也相继入园。

对内， 雨花经开区可集聚比亚迪等汽车
产业发展；对外，可精准承接长沙经开区山河
智能、三一重工，浏阳经开区蓝思科技等机械
业、制造业，产业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

“这就是芙蓉中央商务区。”站在地图前，
芙蓉区楼宇办一位工作人员拿出笔， 画了个
小圈，难掩自豪。该区引导新建楼宇向中央商
务区聚集，形成了以五一大道、芙蓉路、韶山
路3条城市干道两厢为主体的3大楼宇经济
带。21家“世界500强”办事机构聚集在CBD核

心区。截至2017年，芙蓉区拥有商务楼宇220
栋、总建筑面积超770万平方米，商务楼宇对
全区经济贡献率已超60%。

开福区瞄准的是金融产业。 以芙蓉中路
为主轴构建的8平方公里金融商务区，涵盖银
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小贷、资产管理等，
覆盖了长沙90%以上的金融业态。2017年，开
福区实现金融产业增加值88亿元。

如何让大数据发挥作用？按照长沙市“建
链、强链、补链、延链”的要求，天心区以省测
绘一、 二、 三院等省内知名的事业单位为依
托，创建了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长沙产业结构
也经历了调整优化升级的过程， 三次产业结
构由1978年的33.3∶44.2∶22.5调整为2017年的
3.6∶47.4∶49，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6.7%。

长沙的农业越来越强。 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由1978年的7.38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599.6
亿元，增长81倍。“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总数
达615个，形成了宁乡花猪、长沙绿茶、浏阳水
果、望城鲌鱼等一批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农
业品牌。

过去，开放型经济是中部的短板。如今，
现代服务业试点为长沙开放崛起带来了新的
机遇。

2017年， 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5157.8
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9.0%。

今天的长沙，水、陆、空立体化“大通道”
不断拓展，黄花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等
开放“大平台”功能日益彰显；人流、物流、信
息流快进快出，大进大出的“大通关”格局正
在建立。长沙，正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版图。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面向未来，长沙
再一次整装出发！

转型升级奏强音
———长沙市改革开放40年产业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李治

2018年即将收官，长沙市接连收获一个又一个惊喜。先是11月底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已是长沙市
第11次连续获此殊荣。12月初，又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列全国35个城市第9位，较上年跃升11位，尤其是软环境
评价，仅次于深圳位居第二。

所有的惊艳和惊喜，终究来源于实力。
长沙工业，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捉襟见肘，到上世纪90年代工程机械一枝独秀，逐步形成了新材料、工程机械、

食品、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旅游、汽车及零部件7大千亿产业集群，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
展，已构建覆盖37个工业行业的完备生产体系。不仅如此，一二三产业结构也从1978年33.3∶44.2∶22.5，变成去年
3.6∶47.4∶49.0。从1978年到2017年，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6.85亿元增长到10535.51亿元，翻了9.3番；人均GDP从
370元增长到135388元。

▲

2013年7月17日，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总
装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资料
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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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2日，国家级望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信戴卡南方智能制
造产业园， 轮毂自动化生产线一角。
（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