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1日，游客在金色的向日葵花海里游玩拍照。“秋之色”世界名花生态文化节向日葵主题花展当日在
省森林植物园拉开帷幄，花展活动时间将持续至10月22日。景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预计在国庆节期间10万
余株向日葵将全面盛开。据悉，此次“秋之色”花展期间，门票维持原价，即20元/人次。

记者 郭立亮 陈月红 通讯员 彭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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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1日讯 昨日，
省安委会发出紧急通知，将
对标“国考”收紧安全生产考
核标准， 对再发生重大及以
上事故的市州将直接实行
“一票否决”预否决。

今年9月，国务院安委会
印发了《2017年度省级政府
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细则》。按
照安全生产“国考”细则，省
安委会决定， 即日起至今年
12月31日，各市州、县市区发
生重大事故的，立即实行“一
票否决”预否决；县市区发生
较大事故的，立即实行“黄牌
警告”预警告，并对事故所在
地和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进行警示约谈， 相关县市区
人民政府要向省安委会写出
专题报告； 中央在湘及省属
企业发生较大事故的， 立即
实行“一票否决”预否决。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将
责任细化具体化， 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及班子成员务
必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和“三个必须”的要求，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市
县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按
照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切实
履责，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 推动地方属地管理、部
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全面落实。

要抓住关键的少数，严
格责任追究制， 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安全生产失职渎职行
为， 着力解决安全生产工作
中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的
问题。做到用心用脑、精细精
准和较真较劲， 以优异的安
全生产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记者 胡锐

长沙以“河长制”为抓手
构防洪减灾“三大体系”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下午，
长沙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抗洪
救灾总结暨水利建设动员会，回
顾总结抗洪救灾工作， 表彰先进
典型、弘扬抗洪精神。会上还对下
一阶段水利建设工作进行了部
署。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
华，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
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出席
并讲话。

“洪灾让长沙历经磨难，也使
长沙人民更加坚强。” 胡衡华总
结，今年以来，长沙连续遭遇13
轮强降雨袭击， 特别是6月22日
至7月2日发生的强降雨，雨量之
大、洪水之猛、范围之广、破坏性
之强、灾情之重，均为历史罕见。
这场超历史的特大洪水给长沙
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和重大的
损失，全市9个区县138个乡镇受
灾，灾害人口达145万人，农作物
受灾面积147.46万亩，直接经济
损失达129亿元， 有的人还被夺
取了宝贵的生命。 面对“洪魔”，
长沙全市上下万众一心、 众志
成城， 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
抗洪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

陈文浩对下阶段水利建设进
行安排部署。据他介绍，为全面
查找抗洪救灾的突出短板，长沙
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灾后评估，
月底将形成评估成果。陈文浩指
出， 各级各部门要对标评估，查
漏补缺，迅速行动，掀起灾后水
利建设热潮，要以“河长制”为抓
手，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防洪减
灾体系、节约高效的供水保障体
系、水清岸绿的流域生态体系等
“三大体系”，全面提升治水管水
能力。

■记者 陈月红

着力建设生态强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委、
省政府坚决按照中央“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着
力建设生态强省。

【事例】

中石化益阳分公司油库码头
位于资江益阳中心城区段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 建于上世纪60
年代， 距自来水第二水厂取水口
很近， 对益阳市中心城区饮水安
全构成重大威胁。 通过中央环保
督察， 趸船输油附属物及与之相
关的配套设备设施已全部拆除到
位， 输油趸船驶离了饮用水源保
护区，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
了中心城区近50万常驻人口的饮
水安全， 困扰益阳市多年饮水安
全问题得到解决。

【数据】

2017年1-8月，省控断面I-Ⅲ
类水质比例达90.7%，比2012年同
期提高1.9%（按可比断面），其中，
湘江流域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
类标准比例为97.8%，同比2012年
提高7.9%（按可比断面）。

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十八
大以来， 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23个、 省级自然保护区
31个；湿地保护总面积达75.59万
公顷，湿地保护率达74.13%，居全
国第一；森林覆盖率达59.64%。

推进省“一号重点工程”

据介绍， 我省连续实施湘江
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工程”第
一个、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近
三年湘江流域共实施重点治理项
目2768个， 干流500米范围内
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
出，清水塘、竹埠港、水口山、锡矿
山、 三十六湾等重点区域整治取
得突破性成果。

【事例】

2013年，省委、省政府将湘江
保护与治理作为省“一号重点工
程”，明确要求连续实施三个“三
年行动计划”来逐步实现湘江“江
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愿景。
2013-2015年启动了第一个三年

行动计划，以“堵源头”为主要任
务， 共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
1013家，实施2114个整治项目，湘
江干流长株潭江段两岸1000米范
围内， 其他江段500米范围内的
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
出，封堵排污口近100个。

【数据】

据了解，全省“十二五”以来，
中央和省级财政累计投入重金属
治理资金近97.12亿元（中央财政
支持84.32亿元、 省级财政投入
12.8亿元），完成522个重金属治理
项目，重金属污染排放削减量、淘
汰关闭涉重金属企业均比2008年
下降50%。

环境违法处罚力度加大

坚持从严监管， 筑牢生态环
境安全防线。其中严格执行新《环
境保护法》，就是生态环境安全防
线的重要一环。

【事例】

邵阳县合山养殖场位于下花
桥镇， 为邵阳市生猪养殖重点工
程。该项目于2014年建成投产，年
出栏4万头。2015年以来， 合山养
殖场因环境污染问题， 引发与当
地群众矛盾。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进驻湖南后， 将其作为第一批
群众信访件进行交办。 通过中央
环保督察， 邵阳县委对合山养猪
场环境污染事件存在失职行为的
28名公职人员进行追责， 追责处
理涉及县畜牧水产局、县水利局、
县环保局和镇人民政府等6个直
接责任单位。短短一周时间，该养
殖场生猪转运1.45万头， 全面完
成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 困难
当地群众多年的环境污染问题得
到解决。

【数据】

2015年至今， 全省共立案查
处6245起环境违法案件，罚款2.07
亿元（特别是2017年1-8月，全省
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545件，同比
增长343%， 罚款总额13210.34万
元，同比增长370%，案件数量和罚
款总额分别位于全国第9位和第13
位），按日计罚案件52起，办理移送
公安机关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15
起，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

湖南湿地保护率超74%，居全国第一
前8月查处环境违法案3545件，罚款1.3亿 “十二五”以来投入重金属治理资金97.12亿

9月21日， 省环保厅在长沙召开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
新闻发布会。据省环保厅党组书记、厅长王一鸥透露，2017
年1-8月， 全省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545件， 同比增长
343%，罚款总额13210.34万元，同比增长370%。

此外，2017年1-8月， 全省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85.4%，同比2015年提高8.1%，其中长株潭这一
比例从2013年的55.3%提高到今年的78.5%。PM2.5和
PM10平均浓度分别为42和68微克/立方米， 同比2015年
分别下降22%和19%。

■记者 黄文成

去省植物园赏“向日葵花海”

省安委会对标“国考”收紧安全生产考核标准
再发重大事故市州实行“一票否决”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
省住建厅对长沙汽车南站综
合交通枢纽开展安全生产检
查。记者获悉，该项目已完成
全部桩基工程， 正进行上部
结构施工， 目前完成主体工
程的50%， 预计2019年初投
入运营。

该项目在原长沙汽车南
站的站址上进行改扩建，按
照国家一级客运站规划建设
立体式综合交通枢纽。 总投
资约36亿元，总用地面积217

亩，于2015年11月动工，建设
期3年，目前工程进展顺利。

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的外围交通组织采用
“高架+下穿” 的立体交通模
式，做到客运车辆高进高出、
市内车辆平进平出、 过境车
辆快速下穿通过， 减少相互
之间的干扰。 内部交通组织
的特点是建设一个换乘“安
全岛”，让各种交通工具以岛
为核心运转，实现便捷换乘。

■记者 陈淦璋

长沙汽车南站枢纽主体完成过半
预计2019年初投入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