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扶贫在三湘

2018年11月29日， 我省收到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三十批转办重点信访件12件， 按要求交由相关市办理， 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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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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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300002018
11280034

华玲采石场开山放炮灰尘污染水源、空气，并导致附近房屋开裂，
24小时露天开采，运输及生产扬尘污染严重。 曾多次反映，未果。
存在虚假整改嫌疑。 请求实地调查。

郴 州 市
宜章县

大 气 ,
噪 声 ,
水

经宜章县安监局、县环保局和栗源镇联合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属实，其中反映“附近房屋开裂，露天开采”属实，其它不
属实。 该采石场目前已停产，2018年3月、6月，经对周边井水、采石场废气、废气、噪声监测，均达标。

属实

2018年11月20日，宜章县安监局、栗源镇政府、四合村村委会工作人员
及村民、企业代表在四合村村委会，根据《宜章县栗源镇四合村12组乌
田自然村部分民房开裂成因调查鉴定报告》组织调解，双方意见分歧较
大，协调处理未达成一致。 宜章县政府已安排县房产局对房屋开裂的问
题进行开裂等级及受损情况鉴定。

2
X4300002018
11280017

湘钨公司生产时排放大量恶臭废气， 导致周边村民和学校学生头
晕。

郴 州 市
汝城县

大气
经汝城县经开区、教育局、环保局、卫计局、经科商局、大坪镇政府调查核实，该公司实为中湘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举报情
况属实。 其中：“未申报钨渣、钼渣等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问题属实；其余不属实，查阅12月检测报告，该公司废气排放达
标；走访周边医疗机构，未发现吸入恶臭（刺激性）气体引起头晕、头痛的病例。

属实
汝城县环境保护局针对该公司存在“未申报钨渣、钼渣等危险废物有关资料
的问题”问题已下达《汝城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立案
查处。

3
X4300002018
11280055

娄底市新平头石煤矿存在问题：1. 露天开采， 已超过核准生产数
据，非法超深越界、乱采滥挖，破坏基本农田1000余亩；2.运输车辆
多，造成公路破损，噪声、扬尘扰民；3.废水、污水直排红旗水库，造
成淤塞三分之一，并且水质污染严重。 曾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未
果，投诉人请求关闭，治理水库污染问题。

娄 底 市
涟源市

生 态 ,
噪 声 ,
大 气 ,
水

涟源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1.“露天开采，已超过核准生产数据，非法超深开采，破坏
基本农田1000余亩”情况部分属实；2.“运输车辆多，造成公路破损，噪声、扬尘扰民”的问题属实；3.“头石煤矿开采废水、废渣、污水
直排红旗水库，造成淤塞三分之一，二氧化硫、锰、锌等严重超标”的问题部分属实，2018年11月经对该矿外排废水、红旗水库水质监
测，均达标；库尾淤积为原石龙煤矿、狮山粘土矿采矿历史遗留问题以及该水库未及时清理自然流失的水土沉积造成。

属实
1.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涟源市国土资源局2017年5月将该案移送涟
源市公安局；2.该矿2016年12月份停产整治至今，新建矿区已采取除尘
措施。

4
X4300002018
11280018

张家界市桑植县陈家河镇官坪村益明煤矿从1998年开采以来， 挖
煤把山体挖空， 矿渣乱堆乱放， 导致村民井水干涸， 生活用水
困难； 煤矿废水顺着水沟流至全村， 到处都是锈水， 全村六七
百亩农田无法灌溉。 请求解决生产生活用水污染的问题。

张 家 界
市 桑 植
县

水 , 生
态 , 土
壤

经桑植县安监局、 水利局、 国土局、 环保局、 陈家河镇政府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不属实。 1.该矿矿井涌水经处理设
施处理后， 达标排放； 2.煤矿矿渣堆放有序， 开采废渣综合利用制砖； 3.煤矿周边植被良好， 附近周边未发现塌陷现
象。 2017年8月15日， 该矿山通过湖南省国土资源厅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分期验收； 4.该村居民饮用山泉水， 水源随
着季节变化而变化， 存在 “靠天吃水” 的现象； 5.官坪村农田灌溉用水主要为山体地表径流， 基本不用河道水灌溉，
煤矿废水不影响农田灌溉。

不 属
实

5
X4300002018
11280038

1.怀其制革厂使用非法化工原料，去除商标使用；2.茂顺制革厂工
业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偷排，影响河流，再流入湘江；3.诚信制革厂
于8日调查属实后至今未整改仍然继续生产；4. 皮革工业园坐落
后，地下水无法饮用，田地土壤无法耕种，异味扰民（投诉件附照
片）。

湘潭市
湘乡市

土 壤 ,
水 , 大
气

经湘乡市经开区会同市环保局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1.反映“怀其制革厂使用非法化工原料，去除商标使用”
问题属实，除去商标处于工艺专利保密原因；2.反映“茂顺制革厂工业垃圾未经处理直接偷排，影响河流，再流入湘江”问
题不属实，该公司实际为湘乡市韶龙制革厂，皮革综合污泥、危险废物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台账健全；3.反映“诚信制革厂
于8日调查属实后至今未整改仍然继续生产”问题属实，该公司实际为湘乡市飞马制革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恶臭治理整
改；4.反映“皮革工业园坐落后，地下水无法饮用，田地土壤无法耕种，异味扰民”问题属实。

属实

1.为解决皮革工业园周边群众饮用水诉求问题，湘乡经开区先后共计投
资1300多万元为花亭村（原定托村和花亭村）当地群众免费安装了自来
水，按照每人定期按标准补助水费；2.经走访调查，周边水田2018年早稻
亩产约450公斤，晚稻亩产约500公斤，属正常水平。 综合现场调查情况，
皮革工业园周边田地均在正常耕种，作物生长正常，未发现田地土壤无
法耕种现象；3.2018年11月10日，湘乡市环委会又召集园区、东郊乡、环
保局召开皮革环境整改推进会， 要求企业制定无组织废气收集治理方
案并积极整改，三个月内完成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湘乡经开区党
工委委员、副主
任陈武予以警
告政纪处分；湘
乡经开区党工
委副书记、副主
任杨德给予诫
勉谈话。

6
X4300002018
11280014

1.长宏洗涤厂晚上废水外排，锅炉废气未处理达标排放，有时冒黑
烟、有时落煤雨；2.精特金属材料生产废水乱排，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

长 沙 市
宁乡市

大 气 ,
水

经宁乡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调查核实， 反映的问题属实， 其中 “长宏洗涤厂有时冒黑烟” 属实， 其它不属实。 属实
2018年8月， 通过对锅炉进料设施由原来的人工进料改为现在皮带半
自动给料， 避免出现烟囱黑烟的现象。 12月1日， 经监测， 该厂锅炉
废气排放达标。

7
D4300002018
11280001

祥霖铺镇达头山村粤龙矿业，挖山采矿，加工产生的扬尘大，污水
随意排放，导致农田无法耕种，并在村民的茶山地挖了一个五亩
的井取水洗砂，影响地下水。

永 州 市
道 县 祥
霖铺镇

生 态 ,
大 气 ,
水

经道县国土资源局、 县安监局、 县环保局、 祥霖铺镇政府等单位现场核查， 该举报不属实。 1.该公司因未获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 处于停产整改状态； 2.该企业建有环保设施， 目前无污染物外排； 3.四周环山， 周围1.5公里范围内无村庄、
无农田； 反映5亩的井为公司采坑， 11月29日经对该采坑及沉淀池水体进行取样检测， 结果达标。

不 属
实

8
D4300002018
11280085

湖南建华建材有限公司工业废水未处理， 在湘江边挖了一个大
坑， 把污水灌到里面。

岳 阳 市
湘阴县

水
经湘阴县环境保护局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在湘江边上挖了一个大坑， 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灌入该沉淀池里
的问题不属实， 新建沉淀池防渗措施不到位问题属实， 新建临时构件车间未批先建问题属实。

属实

处理情况：2018年11月，对该公司的废水沉淀池未做防渗漏处理、临时
构件车间未向环保部门报批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 擅自开工建设的
环境违法行为，县环保局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
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责令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对未批先
建的行为处罚款26800元。
整改情况：该公司制订了《三号沉淀池防渗漏治理方案》，进行整改治理。目前，该
临时构件车间已被县环保局责令停止建设，在未取得环评批复之前不得动工。

9
D4300002018
11280007

高溪工业园 （太阳能厂、 皮带厂、 铸造厂等） 废水顺着沟渠排放
至高溪河， 并且废水有很大的刺激性气味， 影响沿线高溪村井家
冲组村民生活。 多次反映无果。

娄 底 市
娄星区

水 , 大
气

经娄底市娄星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娄底市娄星区水利局、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娄星分局、黄泥塘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属实。 其中：1.“高溪工业园（太阳能厂、皮带厂、铸造厂等）废水顺着沟渠排放至高溪河，多次反映”情况属实，
三家企业外排均为生活废水；2.“高溪工业园（太阳能厂、皮带厂、铸造厂等）废水有很大的刺激性气味，影响沿线高溪村井
家冲组村民生活。 多次反映无果”情况不属实。

属实

1.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娄星分局要求上述三家企业强化日常管理，严格落实
环评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娄星工业集中区已制定“关于娄星工业
集中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的整改方案”，2018年11月29日已经“2018
年第17次娄星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目前，娄星工业集中区原污水管
网工程进入招标准备阶段， 拟将园区内污水引接到已建成的园区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

10
D4300002018
11280070

枫溪河上游株洲市洗水工业园， 排放黑水导致枫溪河变黑。
株 洲 市
芦淞区

水
经芦淞区董家塅街道办事处联合环保分局赴现场调查核实相关情况。 经调查核实， 该举报情况不属实。 自运营日开
始， 该公司的在线监控设施同步投入使用， 未发现超标排放情况。 调取该公司2018年9至11月在线监控数据， 显示均达
标。 2018年11月20日， 对该公司随机采样监测， 未超标。

不 属
实

11
D4300002018
11280010

康华化工有限公司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排入池塘， 井水被污
染； 废渣堆在马路边上。

衡阳市
常宁市

水 , 土
壤

经常宁市环保局现场调查核实， 该信访举报不属实。 该公司未生产正在进行整改， 环保设施正在运行， 未发现废水外
排， 未发现有废渣路边堆放， 也未发现有池塘和水井， 附近居民生活用水为水口山镇水厂自来水。

不 属
实

12
D4300002018
11280003

烟洲镇民主村福平合作社龙王山金矿 （龙鑫公司） 露天开采， 大
量含重金属的泥沙冲入水库， 该水库为灌溉用水。 造成村民的两
万亩地被污染， 影响农作物的种植。

衡阳市
常宁市

水 , 土
壤

常宁市环保局现场调查核实， 举报不属实。 该公司2018年6月23日停产整改至今， 罗家冲尾矿库、 王家屋干堆库渗透水
不外排， 采场废水经处理后外排； 经对公司周边两个水库、 水井采样监测， 均达标； 公司周边1000米内农田约100亩，
其它为没有耕种的荒山和荒地， 未发现有水土流失和泥沙冲入水库情况。

不 属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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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讯(记者 肖
洋桂 通讯员 张方军 )12月10日一
早，津市市毛里湖镇樟树村贫困村民
龚珍英来到该市刘聋子米粉馆，开始
一天的工作。 今年53岁的龚珍英中
年丧偶， 一家人生活重担落在她身
上。 她说：“感谢党的扶贫政策，让我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有了稳定收入。”

据了解，近年来，津市大力实施
就业扶贫， 已帮助1600多名贫困群
众实现稳定就业，约占全市贫困人口
三分之一。

为做好就业扶贫工作， 津市成立
了专门的工作组，由人社部门牵头、其
他部门联动，采取结对帮扶到人方式，
对贫困劳动力技能状况、 文化程度等

进行摸底， 针对不同就业需求制定相
应帮扶措施。 出台了“就业扶贫工作措
施十条” 等政策文件， 对扶贫基地岗
位、“师带徒”培训等给予补贴。同时，结
合贫困劳动力意愿和市场用工需求，
开展月嫂、 养老护理员等专项技能培
训以及油牡丹种植、 稻虾套养等实用
技术培训。 还出台奖补政策，鼓励各经

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组织企
业开展“就业扶贫赶场日”活动等。

津市牛肉粉是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该市将其列为就业扶贫项目
之一，设立创业补贴和培训补贴。 去
年来， 已为70多名贫困群众补贴培
训费用8.5万元， 向长沙等地津市米
粉店输送贫困劳动力53人。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成丹丹

“我这栋新房，花费近20万元。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得感谢袁总，
是他带领、帮助我种沃柑脱贫致富。”
12月9日， 江永县兰溪乡香花井村，
刚刚搬进新房的村民何贞红说，前几
年穷得叮当响的他，从2015年起，在
袁总的支持帮助下， 种了9亩多田沃
柑，现年收入达到15万元。

何贞红口里的袁总， 名叫袁玲
利，是从西安来永州种植水果的一

位老板。 这几年，袁玲利在松柏乡
的一片荒山上， 投入4000多万元，
开垦出近3000亩的季丰沃柑产业
园。

初冬时节，站在产业园内山上制
高点，果实累累的沃柑金黄一片。

袁玲利原是陕西西安一名水果
经销商。 10年前，他南下广西桂林种
柑橘。 后来，他发现永州江永、道县、
宁远等地土壤、气候更适应发展柑橘
产业，从2014年底起，袁玲利将创业
重心转移到永州。

在永州创业之时，正碰上精准扶

贫大幕开启。袁玲利毫不犹豫地把扶
贫任务列入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然而，无论是创业，还是扶贫，袁
玲利每走一步，都充满艰辛。

在松柏乡，刚承包荒山时，虽出
价高，仍有村民不愿租。 有的村民甚
至偷偷地将袁玲利种下的沃柑苗拔
掉，让人伤透脑筋。

石岭村的欧阳群福是抵制最
坚决的一个。 欧阳群福曾是村里有
名的贫困户。 为说服和帮助他，袁
玲利多次去他家做工作，不仅承诺
免费送柑橘苗和肥料、技术，还向

他保证3年后每年一亩一万元的纯
收入， 在挂果前给他家每人每年
400元补助。 最后， 欧阳群福动心
了，种下4亩田沃柑。 去年，欧阳群
福收入达10多万元。 今年，他家的
沃柑又面临大丰收。

付出总会有回报。 这几年，袁玲
利在永州滚动投入种植开发资金近
亿元，投入扶贫资金900多万元。 在
江永，1900户贫困户得到袁玲利免
费提供的种苗和技术，以及挂果前每
年每人400元的支持，与3000贫困户
合股分成。 目前，他在永州各县的柑
橘基地达到5万亩，年创产值过10亿
元， 还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柑橘20多
万亩。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傅琳慧

仅借助公共交通， 既可玩转浏
阳城，还可往返浏阳长沙之间，这种
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 如今成为现
实。

12月10日下午，在长沙市芙蓉
区政府附近， 李静坐上往返浏阳经
开区与长沙市区的浏阳“融长”公
交， 仅花两元车票钱， 就回到了公
司。

今年5月28日，浏阳经开区经金
阳大道至长沙的“融长公交”正式开
通， 共设826路、827路两条公交线
路。

浏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826和827路公交的开通，加快
了浏阳融入长沙的步伐， 同时满足
了浏阳经开区、 高新区企业员工和
沿线居民的出行需求。

目前， 浏阳经开区和洞阳镇的
流动人口已超8万人，加上永安镇和
浏阳高新区的流动人口，超过10万
人，这是乘坐浏阳“融长公交”的重
点人群。

不仅是当地居民出行更加便利

实惠， 对于浏阳经开区（位于洞阳
镇）与浏阳高新区（永安镇）的外来
务工人员而言， 这两趟公交车的开
通更是一个福音。“公交的开通给企
业的务工人员节省一大笔开支。”蓝
思科技工作人员焦兴旺介绍， 每到
节假日， 公司有大量的员工需要前
往长沙，有的是去逛街，有的则是从
那里转车回家。

在融入长沙城的同时， 公交车
融通了浏阳城。

不久前， 浏阳城区相继开通了
22路、23路、26路3条公交线路，连
接城区荷花、淮川、集里、关口4个街
道办事处，全程票价均为2元，投入
新能源公交车35台。至此，浏阳城区
实现了公交互通， 城区公交站点覆
盖率达80%。

之前， 浏阳公共交通发展相对
较为滞后， 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
盖率仅为64%。

今年初， 浏阳将实现中心城区
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80%以上，
纳入2018年全市十件民生实事项
目之一， 并由浏阳市交通运输局牵
头，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群众出行问题。

袁玲利：创业扶贫两不误

津市：帮扶就业拔“穷根” 2元钱，浏阳公交直达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