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件投诉举报，35件剑指餐饮油烟污染
省第一环保督察组向衡阳发第一号交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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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6日讯 省政
府近日印发《湖南省污染防
治 攻坚 战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 )》（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记者获悉，《行
动计划》明确了3类重点任务
和47项具体任务， 分别制定
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实施方案， 明确了目标责
任清单。

【目标】
重污染天数减少37天以上

《行动计划》 明确，到
2020年， 与2017年相比，全
省重污染天数减少37天以
上，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面积达
到398万亩。其中，长株潭以
及传输通道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 洞庭湖水环境
质量大幅改善； 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治理成效显著。

《行动计划》以加快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 着力解决环
境突出问题， 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为主要任务， 明确
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的战略详图。

【任务】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解决环境突出问题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行动计划》指出，要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 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推进“散乱污”企业整治，
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交通
运输结构调整，严控污染物排
放增量。 对此，《行动计划》明
确，在2020年底前，地级城市
和县城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
基本完成搬迁改造；基本完成
“散乱污” 企业及集群综合整
治；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考核；实施排污许可制
度，到2020年，完成覆盖所有

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
实现“一证式”管理。

着力解决环境突出问题。
《行动计划》指出，要落实抓好
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加强
长江岸线专项整治， 持续推进
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
程”，着力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
整治工程， 实施长株潭等地区
大气同治工程等26个举措。《行
动计划》要求，2019年底前完成
全省6000余家加油站油气回收
治理。加快油品升级，2019年起
全面供应国Ⅵ标准汽油、柴油。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行动计划》明确，要完成科学
规划岸线保护开发， 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编制湖南省“三线一
单”（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
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
入负面清单），打造绿色生态保
护屏障等10个目标。

【措施】
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奖惩和
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行动计划》要求，制定实
施相应的考核办法， 将考核结
果纳入对市州人民政府绩效评
估重要内容， 纳入党政领导班
子及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核评
价内容， 并作为奖惩和提拔使
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污染防治
攻坚战年度目标任务未完成、
考核不合格的市州和省直相关
部门， 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
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先评优。

市县及相关部门污染防治
攻坚战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区
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 约谈
其主要负责人及分管负责人；
对环境质量恶化、 生态功能退
化、 生态环境事件多发以及环
保不作为、乱作为的，依纪依法
严格问责，终身追责。

此外，《行动计划》对湖南省
“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
土保卫战”提出了实施方案。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刘敏媛

本报6月26日讯 昨天下午4
时许， 针对群众关注度高的城区
餐饮油烟污染问题， 省第一环保
督察组向衡阳市发出第一号交办
单， 要求迅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行动。

自6月21日省第一环保督察
正式进驻衡阳以来， 不断有群众
通过督察组设立的举报电话和信
箱反映身边的环境问题。截至6月
24日18:00，省第一环保督察组信
访组共收到投诉举报的信访件

141件， 其中电话投诉举报136
件，来信投诉举报5件。

经过统计分析， 督察组发
现，141件投诉举报中，有35件
是投诉举报衡阳市城区餐饮油
烟污染周边环境的问题， 占到
整个投诉举报的24.8%，反映衡
阳市城区餐饮油烟污染问题较
为突出。

为了回应群众的关切，督
察组决定在信访件已按天转办
的基础上， 对衡阳市城区餐饮

油烟污染环境的问题进行交办，要
求衡阳市政府迅速组织相关责任
单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按环保
督察工作要求， 于5日内将专项整
治情况反馈给省第一环保督察组。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第一时间
接收省督察交办件，衡阳县还成立
省环保督察组案件交办领导值班
和信访投诉处理值班制度(简称“双
值班”制度)。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刘敏媛
通讯员 钟智 黄星华

6月26日，2018年长沙市重
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长沙
经开区、长沙县会场）在长沙经开
区举行，旨在落实省市“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部署，加快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

现场， 蓝思科技黄花生产基
地、中南源品生物科技园、广汽三
菱汽车制造联动物流中心二期、
圆通速递华中管理区总部基地及
航空枢纽、丰树空港物流产业园、

长沙正圆动力汽车零部件生产、
湘域国际广场、 北京师范大学长
沙附属学校空港城校区、 马王堆
配套、龙峰北路（长峰路-长永高
速）、蓝田路下穿长永高速桥梁工
程等11个区县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229.34亿元。

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张庆红介绍， 集中
开工的11个项目中，100亿元以
上项目1个，20亿元以上项目5
个，主要包括先进制造产业、现代
服务业以及园区重点项目配套工
程。

作为此次集中开工投资额最
大的项目， 蓝思科技黄花生产基
地预计总投资100亿元。 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120亿元、 税收10亿
元，可提供就业岗位5万个。蓝思
科技集团副总兼董事会秘书彭孟
武受访时介绍， 该项目主要是面
向未来5G的发展，希望通过这样
的项目带动更多产业链企业到落
户长沙， 蓝思也将以资本为纽带
集聚产业链相关产业， 打造一个
具有先进制造能力的高端消费电
子产品的产业集群。

据介绍，2018年， 长沙经开
区、 长沙县列入市重大项目计划
共199个， 总投资1836.89亿元。
1-5月份， 区县重大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220.92亿元， 完成年度计
划的53.27%。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印发 划定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目标

202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超83%

到2020年，全省PM2.5年均浓度下降至40μg�/m3以
下，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3%以上；郴州市、张家界市、益阳市、吉首市等城市实现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
有机物都较2017年下降9%以上。

延伸阅读

长沙11个项目集中开工

环保连线

省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于6月21日进驻益阳，截止到
25日上午9：00， 督察组共向
益阳市交办、 转办了三批共
计93件信访件， 其中重点信

访交办件45件。
梳理发现， 受理的信访举

报均为来电举报。 投诉内容包
含工业企业污染、 畜禽养殖污
染、砂石厂污染、搅拌站污染、

餐饮油烟污染、 生态破坏等方
面。

对此， 省第五环境保护督
察组要求益阳市在限定时间内
向督察组反馈查办情况。

链接

省第五环保督察组向益阳市交办、转办93件信访件

2020年， 湘江流域干流和主要支流水质稳定在Ⅲ类
标准以内； 全省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量比2013年
下降12%。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面积新增148万亩，种植结构调整面积新增40
万亩，对91万亩以上受污染耕地进行治理与修复，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1%左右。

到2020年，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93.3%。全省地级城市建成区、县级城市建成区和乡镇黑
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95%。 全省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
量分别较2015年下降10.1%、10.1%以上，洞庭湖区总磷排
放量较2015年下降10%以上。其中：洞庭湖水环境质量大
幅改善，除总磷≤0.1mg/L外，洞庭湖湖体其他指标达到
Ⅲ类水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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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早晨，市民在晨练。近年来，新化县加大对城区的环境治理，水清了、树绿了。滨
江路修建起了休闲凉亭和健身设施，早晚在这里休闲健身成了市民的日常。 姜超雄 摄江边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