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日， 湖南省强制医疗所，
全所民警、 医务人员和协护警代表近
百人重温入党誓词， 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97周年。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建所
8年来， 积极探索开创强制医疗工作
新模式， 先后收治全省肇事肇祸精神
病人近600名，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张瑞国 摄影报道

本报7月1日讯 今天， 省公安
厅举行庆祝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97周年，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
记、厅长许显辉等出席。

大家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许显辉给厅机关从警30周年的党员
民警代表颁授了“湖南公安荣誉章”，
据了解，自2016年起，省公安厅机关
已有189名党员民警获评荣誉章。

许显辉指出， 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需要全
省7万公安民警的勠力同心、忠诚担
当。他要求，做实政治建警，努力打造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党和人民满意的
公安队伍。聚焦主责主业，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 集打斗争等专项斗争，深
化“放管服”改革。突出改革强警，坚
持警务改革与大数据战略双轮驱动，
着力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现代警
务管理体制、制度、机制。坚持从严治
警，严肃查处公安队伍违纪违法等问
题。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刘颖

通讯员 王驾龙 唐怀志

本报7月1日讯 今天上
午， 来自中建二局湖南分公
司的党员干部带着清凉慰问
品来到项目工地上， 上党课
谈心得，重温入党誓词，并与
农民工兄弟们一块儿吃起了
“西瓜餐”。

“非常感谢组织的关
心!”来自湖北的老张今年年
初来到项目上，因为工期紧，
他这大半年一直没回家。“最

近天气是有点热， 但是公司有
给我们发放防暑物资， 每天也
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我觉得挺
好的！”

中建二局湖南分公司负责
人说， 正是因为有建筑工人们
的努力和坚守， 一批批重点工
程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大
踏步向前推进。“他们是最可爱
的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邹园

本报7月1日讯 昨日， 一台以
“红歌心向党”为主题的庆祝建党97
周年暨社区老年大学开学典礼，在岳
麓区锦绣社区举行。该活动由高新区
麓谷街道党工委、麓谷街道锦绣社区
党支部联合主办。 ■记者 李琪

又讯 日前，开福区洪山街道基
层党员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演出在
洪山管理局上演。 洪山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洪山街道充分
发挥小区党支部的政治和服务优
势， 为构建和谐共治的新小区进行
了有益探索。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罗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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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七一”

6月29日22:00， 省第三
环境保护督察组派出暗访人
员前往岳阳市区， 对该市餐
饮油烟及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情况进行抽查暗访。

22:50左右，在该市经开
区“熊仔锡纸烧”门店，暗访
人员发现该店烧烤炉临街摆
放店门口， 明显可见大量油
烟直接外排， 对周边空气造
成污染。

23:10左右，在该市青年
路“北控·岳州府”建设项目
部工地， 发现该场地的施工
车辆清洗设施简陋， 操作不
规范。 运送渣土车辆经过水
池后， 仅有一名工作人员用

小型水枪， 随意对车辆一侧
轮胎简单冲洗， 另一侧无人
清洗。 工地外道路路面明显
可见泥水痕迹，绵延上百米。
同时， 该工地还存在场内运
输车辆进出主要道路未硬
化； 场地内大面积裸土未按
要求覆盖或植绿等问题。

6月30日，省第三环保督
察组将前夜暗访所发现问题，
向岳阳市开出交办单，要求岳
阳市高度重视， 并举一反三，
对全市类似问题全面清查，切
实做好餐饮油烟、建筑工地扬
尘污染防治工作。同时还要求
岳阳市在规定时间内将调查
办理情况反馈督察组。

本报7月1日讯 别以
为思政课很枯燥无趣， 在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 思政课都
被学生们演绎成舞台剧了！
昨晚， 一场由该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举办，题为《永远跟党
走， 经典颂中华———纪念建
党97周年暨思政课实践教学
大学生风采展示》的晚会，共有
400多名学生参与演出，2000
多名师生观看。而这台晚会正
是中南林科大推出的思政课
实践教学创新品牌之一。

《因为青春遇见你》讲述有
志青年在青春里遇见毛泽东诗
词的美好；《会当击水三千
里》 以毛泽东诗词展示伟人
风采以及带给青年奋发向上
的告诫……晚会全部由学生
自编自演，在现场引发一阵阵
掌声。担任总导演的欧巧云老
师告诉记者， 展示活动依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以
毛泽东诗词为主线， 全部由

同学们自编自导。“以前思政课
基本局限在课堂， 但现在为了
把教材内容表演出来， 同学们
会不断查找资料， 并进行编排
练习。”

思政课的这种实践教学形
式，也颇受同学们的欢迎。参与
演出的张宸炜认为， 在编排演
绎中让自己对中国革命史有了
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 坚定
了自己的信念。

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
人介绍， 这台晚会也是该校加
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提升
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创新品牌系
列活动之一。近年来，该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一课一品”逐渐形
成特色，概论课大学生政治风采
展示、原理课科学社会主义微宣
讲、思修课微视频展示、纲要课
十九大精神演讲比赛， 成为了
大学生最喜爱的“魅力课堂”。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陈石明 周预分

7个省级环保督察组向地方移交信访举报件5批共982件

林源纸业臭气排放浓度超标被查处
6月20日起，湖南正式启动省级环保督察，进驻时间约

20天。记者7月1日从省环保厅获悉，为打好我省环保督察
第一仗，湖南已查处、交办了一批环境污染问题。截至6月
28日，7个省级环保督察组共向被督察地方移交信访举报
件5批共982件。

6月28日， 衡阳市召开
2018年餐饮油烟污染和露天
烧烤专项整治工作会， 并出
台整治方案。《方案》 要求全
市上下抓好餐饮油烟污染源
头治理，2018年底，各城区及
园区分别创建一条绿色无烟

餐饮示范街。同时，实现城区
范围内餐饮服务单位和摊点
油烟净化设施安装率、 使用
率100%， 无违规露天烧烤、
夜市摊点及其他无照占道经
营餐饮摊点， 餐饮油烟排放
全部达标。

6月25日，沅江市环境保
护局针对湖南林源纸业有限
公司无组织废气中臭气排放
浓度超标的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查处， 要求该企业立即整
改到位。

据悉，6月24日， 沅江市
环保局接到市环保督察工作
领导小组转自湖南省第五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函， 群众
信访举报位于沅江市漉湖芦
苇场的林源纸业存在污水直
排洞庭湖， 且产生的气味很
大现象。

6月25日， 沅江市环保

局环境监察执法人员赶赴
现场监察。发现该企业正在
生产，废水治理设施正在运
行，经第三方机构对大气污
染物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数
据显示，其无组织废气中臭
气浓度超过《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4554-1993）
标准值。 与群众举报情况
相符。

随后， 沅江市环保局针
对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司无
组织废气中臭气排放浓度超
标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要
求该企业立即整改到位。

6月28日，桃江县环保局
联合县水务局、公安局、沾溪
镇镇政府对该县伍家洲一家
存在偷排废水的砂石场进行
了处理。

据悉，6月27日， 桃江县
环保局在检查中发现一砂石
场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
施， 沉淀池的钢板闸门未关
闭， 通过暗管将生产废水从
沉淀池底部直排资江， 外排
废水浑浊。 工作人员随即对
该砂石场的外排废水进行了
采样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水
中悬浮物超标， 存在偷排和
超标排污违法行为。 县环保

局当即对该公司下达了《桃
江县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企业
停止生产， 停止超标排放污
染物。

6月28日，县环保局将该
案件通过案审会立案查处，
并依据相关法规， 给予该公
司行政处罚， 责令立即停产
整改，制定整改方案，未经验
收，不得恢复生产。同时，对
将该公司负责废水处理设施
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员不正常
运行环保设施， 通过暗管偷
排的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
进行进一步处理。

岳阳 暗访餐饮油烟及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刘敏媛

桃江 砂石场暗管偷排废水被移送公安

沅江 湖南林源纸业臭气超标被立案查处

衡阳 专项整治餐饮油烟污染和露天烧烤

思政课演绎成舞台剧
中南林科大教学创新锤炼大学生思想品质

省公安厅颁授
“湖南公安荣誉章”

党员工地“送清凉”

▲7月1日晚，市民和游客在杜甫
江阁边欣赏焰火。当晚，长沙橘子洲头
上演主题为《党旗颂》的焰火表演，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

记者 田超 摄

文艺汇演庆“七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