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2017洞
庭湖“环湖利剑”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工作会议在岳阳举行。 省环保厅监
察局在会上通报了环洞庭湖三市一
区（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望城
区）10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据悉，为加快中央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近期
关于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的安排
部署，今年9月、10月，省环保厅组
织开展了“环湖利剑”涉企环境执
法专项行动， 并以问题为导向，对
环洞庭湖三市一区部分工业企业
进行了2次突击交叉检查， 督促指
导地方查处和打击了一批环境违
法行为。

据介绍，2次交叉检查共检查企
业 154家， 发现54家涉嫌存在环境
违法问题，其中涉嫌暗管偷排14家、
超标排放16家、 污染防治设施不正
常运行5家、手续不全等其他环境违
法问题19家， 这些问题都已立即交
办地方环保部门依法查处。 截至目
前，已关闭1家，立案查处52家，移送
行政拘留19起。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环洞庭
湖三市一区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
势，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1-10
月， 环洞庭湖三市一区共办理行政
处罚案件1040件，罚款总额4631.09
万元。与2016年同期相比，案件数
量和罚款金额分别增长 88%和
134%。 ■记者 和婷婷

11月6日下午，长沙开福区青竹湖路附近某楼盘建筑工地上，工地负责人何兵操作着一台洒水喷雾的机器进
行降尘。从10月1日开始，长沙市就进入了大气污染防治特别防护期。青竹湖街道城管办主任、环保站站长宁利君
介绍，“上周起，我们街道除了对辖区内所有裸露黄土地块进行了拉网覆盖外，还要求所有在建工地使用‘远程喷
雾炮’进行降尘，并增加了道路洒水的频率。”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伟珍 通讯员 马湘云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6日讯 28
套违停自动抓拍点位，电
子监控自动巡视，2分钟左
右四张照片形成证据链，
这是长沙交警抓拍违停的
新技术。目前，这批抓拍点
主要分布在木莲路喜盈门
范城、 梓园路省儿童医院
等医院、商业区周边。民警
提醒， 这些抓拍点位将在
全市范围流动抓拍， 车辆
违停将被处以罚款100元，
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四张照片固定证据链

“现在正在抓拍的这
台号牌为鄂AK93V*的小
车停在了禁停路段， 镜头
拉近可以看到一个近景，
按照工作流程， 之后摄像
头会对每一个预置点进行
巡检后， 拉回大场景。”今
天下午， 长沙市交警支队
科信大队民警冯睿在支队
指挥中心向记者演示了自
动抓拍违停过程。

记者了解到， 违停抓
拍通过监控设备的自动巡
检、识别，可一次抓拍多台
车的乱停违法。电子设备对
禁停路段“大场景”实时监
控，约两分钟之内可完成对
于监控区域内所有违法车
辆的巡检和违法抓拍。

冯睿介绍， 自动抓拍
违停是提前在抓拍区域内
设置好多个监控预置点，
然后摄像头按照设置好的
预置点自动旋转，24小时
逐一进行检测。抓拍时，首

先抓拍一张大场景照片，然
后拉近镜头抓拍一张车辆近
景照片，之后摄像头将继续
巡检一轮，一轮过后重新回
到违停车辆处，如果车辆还
在，将再次抓拍一远一近两
张照片，形成“两远两近”四
张违停照片证据链，和监控
录像一起上传到系统。“整
个抓拍过程大概持续两分钟
左右。”

28套设备将流动抓拍

“我们在半个月前正式
启动了自动抓拍违停工作，
目前在木莲路喜盈门范城、
梓园路省儿童医院、 玉兰路
游园东路口、 天马山路科教
新村等28个路段进行了试
点， 主要分布在违停现象较
严重的地铁口、医院、商业中
心等周边。”冯睿介绍。

记者了解到， 此次自动
抓拍违停为流动性抓拍，在
对28个试点路段进行一段时
间的抓拍后， 将根据实际情
况， 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不定
点的流动抓拍。 自动抓拍违
停的周期为 00：00-24:00，
如果车辆停在同一个禁停路
段超过一天， 就会对车辆认
定为多次违停， 如果车辆在
一天内停在了不同的禁停路
段，也会认定为多次违停。为
了避免有的驾驶员只是在路
边临时接个电话或者接送人
之类，造成误判，抓拍过程中
有两三分钟的间隔时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梅国飞 吴乐

2017.11.7��星期二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湘 校对 黄蓉A07 要闻·时政/民生

本报11月6日讯 今天，中
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
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已经进入
了第8天，报名将于本周三正式
结束。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6
日16时，2018国考职位中工作
地点在湖南的职位报名总人数
为17531人，其中，待审查总人
数为4124人， 通过审核总人数
为13407人。

目前， 通过审核人数的平
均竞争比例为19.1∶1， 共101
个职位竞争比例低于3∶1，其
中9个职位无人报考。相比去年
报名第八天， 湖南通过审核人
数少了7043人， 竞争比也降低
了8.95。

这些部门、职位竞争大

据统计， 截止到6日16时，
报名人数（待审查人数+审查通
过人数） 排名前三位的部门依
然是：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国家
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和湖南省
邮政管理局， 三个部门报名总
人数达14472人， 占总人数的
82.55%。

竞争比例排名前三位的部
门依次是： 湖南储备物资管理
局（竞争比例为194∶1）、湖南
省邮政管理局（竞争比例为
91.13∶1）和湖南省地震局（竞
争比例为77.05∶1）。

报名人数排名前三位的职
位为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浏阳调查队业务股科员（招录1
人，570人报名）、湖南储备物资
管理局保卫处主任科员以下

（招录1人，474人报名） 和湖南
省国家税务局科员（三）（招录1
人，452人报名）。

竞争比例最高的职位为国
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浏阳调
查队业务股科员职位， 招录1
人， 审核通过人数为519人，竞
争比例为519∶1。 排名第二和
第三的职位是国家统计局湖南
调查总队石门调查队办公室科
员（竞争比例为310∶1）和湖南
储备物资管理局保卫处主任科
员以下（竞争比例为308∶1）。

仍有9岗位无人报考

并不是所有岗位报考人数
排长队，截止到6日16时，工作
地点在湖南的职位共有9个无
人报考，占全部职位的1.70%。

对于报名较少的职位，有
专家分析， 一些职位对报名者
的学历、学位、专业和相关工作
经历等要求相对较多、 条件较
高， 符合条件的考生人数会相
对较少，一些考生望而却步；另
外， 职位处于基层或者经济条
件相对落后的艰苦边远地区，
这些也是导致报名人数相对较
少的原因。

此次国考报名将于11月8
日正式结束。专家提醒考生，根
据以往情况，报名截止前2天报
名人数较多， 容易导致网络拥
堵。 希望广大考生抓紧时间报
名， 同时尽量避开报名高峰时
段（9时至11时，21时至23时）。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郑少岚

实习生 吴乐洋 梅国飞

国考报名明日截止，9岗位仍无人报考
湖南已有1.3万多人通过审核 平均竞争比例19.1∶1���101个职位竞争比例低于3∶1

招录机关：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用人司局：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国家税务局
招考职位：科员（二）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用人司局：湘潭九华经济区国家税
务局
招考职位：科员（二）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用人司局：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家税
务局
招考职位：科员（三）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湖南监事局
用人司局：邵阳银监分局辖内监管
办事处
招考职位：监管办事处主任科员以下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用人司局：永兴县国家税务局
招考职位：科员（二）
招考人数：2
招录机关：长江航运公安局
用人司局：长江航运公安局岳阳分局
招考职位：派出所科员一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用人司局：益阳市资阳区国家税务局
招考职位：科员（二）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用人司局：临武县国家税务局
招考职位：科员（二）
招考人数：1
招录机关： 中国民航空中警察总队
系统
用人司局：三支队
招考职位：四十七中队科员
招考人数：1

单位 招考 报名 通审 竞争
人数 人数 人数 比例

湖南省物资储备管理局 2 608 388 194:1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 8 882 729 91.13:1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40 3838 3082 77.05:1
湖南省地震局 1 129 71 71:1
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员办事处 6 373 345 57.5:1
广州铁路公安局 15 723 639 42.6:1
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8 248 156 19.5:1
南宁铁路公安局 5 117 86 17.2:1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 650 9752 7274 13.23: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43 706 530 12.33:1

湖南无人报考职位

湖南报名竞争最激烈的十大部门

除霾降尘，工地必备“喷雾炮”

长沙28套设备全市流动抓拍违停
“大场景”实时监控 2分钟自动巡视一轮

前10月环洞庭湖
办理环境案件104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