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到节假日， 很多人会大
摆筵席，邀请四宾。特别是在农
村，各类宴席不断，滋生了“比
排场、比阔绰”等不良风气。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开展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
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为改
变陈规陋习， 今年岳阳启动了
“治陋习、树新风”整治工作。

徐传德是平江县梅仙镇三
里村的贫困户，5年前， 他的房
子倒了， 只得在邻居家借住。
2016年，村里实行精准扶贫，村
支书王杏发先后找他6次，希望
他搬到集中安置点都被回绝，
原因是“村里的人情账太多了！”
对此， 王杏发表示理解，“以前，
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要办酒。”

王杏发说的情况并不夸张，
以前各乡镇的确存在“人情猛于
虎”。 今年岳阳市启动整治工作，
各乡镇组成红白理事会，帮助群

众全程操办。通过村规民约、村民
自治等形式， 大力提倡“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其他事项不办”的
操办方式和不收送礼品礼金等交
往方式，赢得群众的支持。

在岳阳，百姓历来有厚葬的
习俗。据统计，仅平江县梅仙镇钟
家村一个村就有活人墓100多座。

当地村民介绍， 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抢地”队伍。钟家村70
岁的老党员钟彩仁， 曾在2006年
挑了一块“风水宝地”，建了一座
自己和老伴的墓地。 自从镇上提
倡主动拆墓，鼓励火葬，钟彩仁带
头把自家墓地推倒了，“咱是老党
员，不带头被人戳脊梁骨。”

为了鼓励更多人主动参与移
风易俗，岳阳市明确规定，凡是自
觉拆除墓地的村民， 都将提供免
费的公墓位置，并进行适当补偿。
截至目前， 梅仙镇共拆除活人墓
523座。 ■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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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今日，湖
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移交接收仪式在长沙举行。自此，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正式整体转制
为企业并移交省国资委管理。

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国资
委党委书记张剑飞在仪式现场
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利用市场化
方式经营管理高速公路、盘活存
量资产资源，将有效解决高速公
路融资化债问题、推进高速公路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

既涉及到3000多亿元资产管理
方式的调整、 以及12000多人的
切身利益， 也牵涉到政府职能的
转变。”张剑飞指出，高速公路建
设开发总公司隶属关系的转变只
是改革的第一步， 要将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打造成为科学规
范、运行高效的现代企业。

张剑飞要求，省交通运输厅、
省国资委、 省高速公路总公司要
建立工作机制， 按照2018年3月
底前，完成清盘合资，将于2018
年上半年完成公司制改革相关目
标。此外，他还要求，元旦、春节、

春运即将来临， 各单位要高度重
视运营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和在
建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圆满
完成2017年各项目标任务，以全新
的面貌来检验改革的成果，以经营
的绩效来检验改革的成果，以建设
的成绩来检验改革的成果。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总经理谢立新在表态发言中表
示， 将加快推进高速公路体制改
革后续工作， 全面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和管理体系，坚持以修路、管
路、养路为主业，保证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 ■记者 黄文成

本报12月20日讯 今天湖
南省环保厅通报了2017年长
株潭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空
气质量及突发期暗访督查情
况， 并透露初定12月25日至
31日，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将组织开展特护期首
次综合督查。

长潭PM2.5浓度同比上升

数据显示，10月16日至12月
15日，长株潭三市的空气优良率
分别为52.5%、70.5%、47.5%，
长沙、 湘潭较去年同期分别减
少了13.1%、21.3%， 株洲与去
年持平。

三市的PM2.5浓度分别为
80毫克/立方米、62毫克/立方
米、83毫克/立方米， 其中长
沙、湘潭同比分别上升了29%、
43.1%; 中度以上污染天气分
别为12天、2天、14天，长沙、湘
潭同比分别增加了6天、8天，
株洲减少了6天 。长沙 、湘潭
的空气优良率均低于武汉、北
京及南昌，与京津冀等重点城
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正在拉
大。城区国控站点中，综合指
数排名倒数后三位 (从差到
好) 的是湘潭市监测站站点、
湘潭市岳塘站点和长沙市火
车新站站点。

将开展特护期首次综合督查

12月4日，长株潭进入重污
染天气突发期。5日至6日，省环
保厅组织开展突发期专项督
查， 暗访督查发现三市政府均
按要求启动突发期应对工作，
一批重点工业企业正常运行污
染防治措施， 加强了道路保洁
与养护， 规范整治夜宵摊点和
露天烧烤， 强化了秸秆禁烧和
烟花禁限放。

但仍存在部分问题， 如长
沙县远大三路南侧工地突发期
仍然在施工， 长沙经开区产业
工人生活配套园项目部工地未
采取有效防尘措施等。

会上透露， 初定12月25日
至31日，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将组织环保、住建、经
信、交通、公安等省直有关部门
开展特护期首次综合督查，主
要督查长株潭三市特护期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完成情况、 突发
期特别措施执行情况等内容。

省环保厅厅长、 省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一
鸥强调， 长株潭三市应正视与
京津冀、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不
断拉大的大气环境质量差距，
提高认识和重视程度， 学习借
鉴好的经验做法， 压实各级各
部门责任。 ■记者 和婷婷

本报12月20日讯 今天，
湖南省环保厅就水、大气、土壤
环境质量状况和相关环境治理
问题，约谈了株洲、湘潭等6市
和攸县、沅江市等11个县市区，
以及相关工业园区。

水、气、土环境治理
多项目进展缓慢

水环境治理方面， 洪江市
工业集中区、中方县工业园、辰
溪县工业园集中区、 祁阳经济
开发区、桂东工业集中区、桂阳
工业园、临武工业园、永兴经济
开发区、 宜章氟化学工业集中
区、 沅江高新区这10个产业园
区， 预计在年底前难以完成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任务。

大气环境治理方面， 株洲
市的湖南远大水泥公司除尘设
施升级改造、 行荣柜业装饰公
司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项目
进展滞后; 华菱湘钢大气污染
防治不力。

土壤环境治理方面， 我省
有9个县市区今年底要完成产
粮(油)大县土壤环境保护方案
制定，其中株洲县进展缓慢;洪
江市德坤矿业污染场地修复工
程、 株洲市石峰区金盆岭区域
土壤污染治理工程2个项目进
展严重滞后。

对严重滞后者
将启动问责程序

省环保厅要求， 株洲县必
须在12月31日前制定并发布产
粮(油)大县土壤环境保护方案;
怀化、永州、郴州、益阳市4市的
10个产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12月25日前必须提交明确
的完成时限及整改方案; 湘钢
必须在12月31日前制定系统、
完善的大气污染防治整改工
作方案向省环保厅报批;湖南
远大水泥公司、行荣柜业装饰
公司的治理项目年底前必须
完工， 株洲市金盆岭区域土壤
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年底前必须
开工。

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表
示， 对于上述问题凡年前不能
完成目标任务的， 相关市州启
动问责，并报省环保厅备案;对
有关市州党委政府的绩效和班
子考核，气、水、土和河长制等
年度考核适情扣分;严重滞后
的， 省里将启动问责程序。对
年底前工业园区 (集聚区 )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及安装在线
监控设施任务不能完成的园
区，从2018年1月1日起，涉水
项目限批并报请有关部门撤
销园区牌子。

■记者 和婷婷

环境治理滞后，6市11县市区被约谈
10个产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难以按时间要求完成建设

长沙湘潭特护期空气质量堪忧
面向长株潭三市的特护期首次综合督查将启动

省高管局正式整体转制为企业
已移交省国资委管理 明年上半年将完成公司制改革相关目标

环境连线

中国是礼仪之邦， 礼尚
往来， 适量人情消费无可厚
非。

然而， 人情消费逐渐成
为了“人情风”、“人情债”，
“人情”不“消费”，似乎就是
不懂人情。若大行其道，社会
风气只会变得功利。

今年4月，湖南岳阳及时
下手，遏止这股歪风，有力地
破除了大操大办、 小事大办
等陈规陋习， 让变味的人情
开始步入正轨。

目前，岳阳的“治陋习、
树新风”整治工作还在继续，
笔者也希望，祝福、帮所需、
助情谊的文明随礼新风，替
代那种专门认钱的送礼风、
人情风。

记者手记

莫让“人情风”
伤了“人情”

12月20日下午，湘江长沙市望城区丁白汽渡段，工作人员将鱼放流到江中。当天，长沙市交通集团旗下的长
沙市湘江综合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行2017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本次放流“四大家鱼”冬片鱼种290万尾、
亲鱼100组，以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殖湘江水生生物资源。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堃 摄影报道

消费风改了，变味的人情回归了
湖南岳阳：用村规民约破除陈规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