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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湖南长锋医药有限公司 违法处置固体废弃物

长沙 宁乡县花明楼镇旺泉砖厂 未正常运行环保治理设施
湘潭 湘潭市鑫旺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无危废经营许可证非法收集危废

湘潭 湘潭永洁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未批先建，拒不整改

湘潭 湘乡市仨匠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邵阳 邵阳市诺欧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擅自闲置污染治理设施

邵阳 邵阳市黄亭市镇青草环保砖厂 擅自闲置污染治理设施
怀化 海旭啤酒有限公司 停运水污染治理设施

湘西州 鸿瑞科技有限公司 未正常运行环保治理设施

娄底 双峰县相中橡塑厂 拒不执行停止排污的决定
娄底 湖南鸿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违法处置危险废物

张家界 碧龙湾有机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渗坑排放污染物

湖南省环境保护黑名单（第二批）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公安厅获悉，近两年来，湖
南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护网”
“净网”专项行动，截至7月6日，
全省公安机关共开展网络安全
检查1.1万家次、行政查处网站
1610家次，其中，罚款61家、关
停网站（栏目）646家、治安拘留
35人， 侦办涉网违法犯罪案件
2516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273人。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湖南公安机关建立了“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核查、第一
时间处置”的快查快处机制，及
时有效打击网络造谣传谣违法
行为。今年3月26日，一则“撤销
株洲、湘潭市，调整衡阳市部分
行政区划， 长沙市升格为副省
级市” 的湖南省行政区划调整
的信息在微信群传播，省、市公
安机关迅速查明该信息系长沙
市岳麓区陈某军编造， 并依法
对陈某军行政拘留10日。

去年5月以来，湖南公安机
关集中力量深挖“网络水军”的

背后推手，铲除“网络水军”的
滋生土壤， 破获了一系列涉及
“网络水军”的重大案件，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5人，查获并关
停涉嫌非法炒作的网络账号
260余个， 关闭违法违规网站9
个， 清除涉及网上恶意炒作信
息数十万条。其中，2017年7月，
彭某因组织“网络水军”发帖删
帖非法获利， 被公安机关以涉
嫌非法经营罪依法处理。

针对“网络水军”、黑产黑
市等网络犯罪活动蔓延发展的
趋势，湖南公安机关重拳出击，
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 今年4
月， 长沙公安机关侦破部督
“1.10”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专
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29名，查
扣涉案服务器31台、 电脑80余
台、 刷机工具100余套、 手机
3000余台， 斩断了一条由手机
应用软件生产商、软件推广商、
刷机公司、 手机销售商组成的
特大互联网“手机黑产”犯罪链
条。 ■记者王智芳

通讯员杨军吴强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从省
国土资源厅获悉，7月6日，自
然资源部等7部委在北京召开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
评估验收会，我省浏阳、澧县、
芷江、南山国家公园试点顺利
通过国家部委验收。

2016年底以来， 我省浏
阳、澧县、芷江、南山国家公园
四个试点区域积极破解试点
难题。通过试点，我省查清了
试点区域内自然资源家底，形
成了自然资源状况“一张图”；
完成了试点区域自然资源调
查确权，形成了自然资源登记
“一个库”；初步构建了信息共
享机制， 形成自然资源管理
“一张网”；探索形成了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一套制度”，完成
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
点的主要任务。

下一步，我省将在14个市
州各选取1-2个试点区域，适
当扩大改革试点范围。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黄运茂

湖南公安机关开展“护网”“净网”行动
深挖“网络水军”背后推手

我省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试点
通过国家验收

7月7日， 湖南农业大学很多
学生反映， 他们在湖南浏阳实习
基地的科研玉米频频遭到附近村
民偷窃。 由于这是该校老师刚刚
培育的玉米原种， 损失达到千万
元。而且因为这些科研玉米被偷，
导致实验数据记录中断， 毕业设
计无法完成， 有可能造成学生毕
不了业。（详见本报A06版）

这是一件很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情。高校用来做科研的农作物，却成
了附近村民的食物，关键是，这事已
经不是第一起了，但除了对这些村
民好言相劝， 却并没有其他的办
法，不得不说，确实很令人头痛。

其实不止湖南农大， 其他类
似大学也有过类似遭遇，2016年，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泰州农科所历
时6年种植的20亩科研芋头，部分
被周边村民偷走， 而且用于科研
的各类农作物一年内多次被盗。
更让人无奈的是，科研所报警后，
当地警方却表示， 由于未达到犯
罪数额标准，无法予以立案，这对
投入了巨大国家资金和精力的农
业科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盗窃科研农作物的人根本不
知道这些农作物的价值， 所以才
将这些价值不菲的东西变成了盘
中餐，除此之外，法律对科研农作

物的保护措施也不足，导致其价值
在不被知晓和认可的情况下几乎
等同于市场上的普通农产品，这也
是在报案后不予立案的原因。

从保护和惩戒的角度来看，
要防止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至
少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科
研团队必须提高安全保护意识，
将科研园地与外界有效隔离开
来，不能将其设置为敞开模式，任
由他人进出， 目前一些科研园的
安全保护措施是很不够的， 所以
从空间上给盗窃者大开方便之
门。 二是科研团队要加大科研宣
传力度， 有针对性地对周边居民

宣传科研常识， 让他们知道这些
农作物的特殊性， 从而避免他们
肆无忌惮、任性而为。三是科研立
法要跟上， 毕竟投入了巨额的资
金，如果没有立法保护的话，不仅
资金打了水漂，更严重的是影响到
科研进程，也对科研数据的持续性
和严密性产生了巨大破坏，没有立
法的话，执法也就无据可依，使得
盗窃科研成果的违法成本几乎为
零，无法震慑后来的效仿者。

为了保护科研成果， 在今年
的3月3日，往年很多人前往赏油菜
花的湖南农大耘园“闭门谢客”，退
出了旅游圈。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一些人前往观赏油菜花时对该校
的科研造成了负面影响： 摘掉油
菜花保护套拍照、 拽走研究用的
彩色花生，带着全家来搞野炊……
如果不是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农
大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要保护好农业科研成果，就
必须要做好安全保护、科研宣传、
科研立法，三者只要有一个短板，
就不能很好地将科研成果纳入安
全羽翼之下。 希望在今后有关高
校及立法机关能够做好配套工
作， 不再出现宝贵的科研农作物
被盗的事件。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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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近日， 湖南
省环保厅公布2018年湖南省第
二批环境保护“黑名单”，长锋医
药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上“黑
榜”， 这些企业大多有违法处置
固体废弃物、不正常运行污染物
治理设施、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
行为。

湖南自 2017年8月23日起实
施《湖南省环境违法“黑名单”管
理办法暂行办法》，黑名单管理对
象主要包括排污单位、 环境服务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各级环保部
门从2018年开始按季度认定环
境保护黑名单。

根据这一办法， 如果企业出
现私设暗管排污，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或者拒绝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现场监督检查、 阻挠现场执法等
11种环境违法行为， 不仅面临处
罚整改，还在多方面受限制：实施
黑名单管理期间相应调整其环境
信用评价等级； 不予安排环境保

护专项资金项目、 清洁生产示范
项目、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取消环
保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先活动资
格。 在其他部门组织的评优评先
活动中出具否定性意见。

从公布的第二批上榜企业的
违法信息来看， 违法处置固体废
弃物、擅自闲置污染治理设施、未
正常运行环保治理设施等为上榜
主要原因。此外，一些企业存在无
危废经营许可证非法收集危险废
物、拒不执行停止排污、渗坑排放
污染物等环境违法情形。 这批企
业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及行政拘
留，或移送公安。

据悉， 黑名单管理期限为3
年。被纳入“黑名单”管理的排污
单位积极实施整改、成效明显，可
在“黑名单”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后，
向省环境保护厅黑名单管理办公
室提交书面解除申请， 并附相关
整改证明材料。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刘敏媛

12家企业上我省第二批环保“黑名单”
大多有违法处置固体废弃物、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

科研农作物被盗凸显配套保护不足视
点

环保连线

7月8日下午， 省第五环保督
察组向益阳市政府交办第二批重
点案件督办单， 桃江县竹木胶板
制造企业虚假整改被作为重点案
件予以督办。

7月7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湖南省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再次
赴桃江县进行“回头看”，发现督察
期间停产整改的竹木胶板制造企
业都已恢复生产，督察组暗访了武
潭、鲊埠、三堂街三个乡镇共6家竹

木胶板制造加工企业，发现环境污
染依旧，督察人员还在沿路发现有
木板厂冒黑烟、锅炉紧急停产的现
象，现场检查情况与3日前下沉督察
时企业普遍停产整改的状况大相
径庭，是典型的应付督察、虚假整
改。对此，督察组将桃江县竹木胶板
制造企业虚假整改列为第二批重
点案件督办件向益阳市政府进行
督办。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刘敏媛 通讯员 黄星华

一竹木胶板制造企业虚假整改被督办

7月9日，衡山县，湘江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程，闸首、闸室墙土建部
分基本完工，开始金属结构安装。该工程计划2019年建成通航，是我省目前在建投资
规模最大的水运建设项目。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龙燕鹏 摄

通航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