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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攻势”未完成，6市州被集体约谈
9月30日前各市州需完成所有任务 被约谈、挂牌督办、预警都将影响考核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上
午，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组
织对“
2018年夏季攻势”任务
超期未完成的衡阳、 湘潭、邵
阳、益阳、永州、怀化等市政府
分管负责人及相关县（市、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
夏季攻势”启动以来，通过全
省各级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各
项工作任务取得有效进展，但
仍有部分任务进展滞后。10项
任务的13项分任务中， 仍有3
项超期未完成，2项严重滞后，
1项滞后，6项达到时序进度。
根据省政府要求，各市州必须
于9月30日前完成所有“夏季
攻势”任务。
为督促各地按时完成“夏
季攻势”各项任务，省生环委
决定对任务进展滞后问题启
动约谈、挂牌督办、预警措施。
因任务超期未完成而被
约谈的任务包括：县级及以上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49个入
河排污口取缔应于6月30日前

完成，目前仍有4个没有完成，
均在益阳；322个县级以上饮
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也应
于6月30日前完成， 但衡阳和
益阳各有1个未完成；132个尾
矿库及其采选、冶炼企业环境
污 染 整治 应 于 8 月 30 日 前 完
成，还有11个没有完成，其中
怀化、 永州和邵阳问题较多，
益阳、湘潭各有一个。
省生环委对畜禽规模养
殖场环境污染治理项目、进度
滞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建设项目、县级以上超标排
污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项目
进展滞后或严重滞后，以及黑
臭水体整治任务尚未开工建
设的市州，进行挂牌督办。
同时，对任务进展相对滞
后或达到时序进度但仍需加
快推进任务的市州进行预警。
此次被约谈、挂牌督办、预警
问题，将根据有关规定，纳入
年底对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政
府绩效考核评分范围。
■记者 和婷婷

9月13日，长沙县路口镇枣园，中秋脆枣迎来大丰收。

2000亩脆枣熟了，想摘趁早
主要分布在浏阳、宁乡、长沙县等地

案例

混凝土企业因超排收35万罚单
本报9月13日讯 长沙环
保部门突出从严执法、 严管
重罚、顶格处罚，重点解决突
出污染源问题。昨天，长沙市
环保局通报了三起蓝天保卫
战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其中
浏阳一家混凝土企业因超标
排污收到35万元罚单。
8月7日， 望城区环保局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湖南恒大
强强新型节能建材有限公
司， 该单位主要从事加气砖
的生产与销售。 现场原料堆
场中粉煤灰、江沙、废砖等露
天堆放，没有采取密闭措施，
也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
的密闭围挡。对此，望城区环
保局依法立案， 并依据相关
规定对其处罚款5万元。
6月6日，浏阳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辖区内某混凝土企
业现场检查，发现部分清洗废
水直接经雨水沟排入厂区下
方水塘，雨水排口取样检测结
果显示超标。
对此，浏阳市环保局依法
立案，依据相关规定，责令其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拟处罚
款35万元。
6月27日， 宁乡市环保局
执法人员对长沙风采建筑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
现该单位租用厂房擅自建设
瓷砖粘贴剂生产项目。 据悉，
项目于2016年6月份开建，未
编制和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 目前处于设备调试阶段。
对此， 宁乡市环保局依法立
案，并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处罚
款0.6万元。
■记者 和婷婷

连线

8月14市州城市空气优良天占九成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
省环保厅发布全省8月份环境
质量状况。 数据显示，8月份，
全省将陆续进入秋冬模式，大
气环境质量转差，14个市州城
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91.5%； 全省地表水水质
总体为优，省控监测评价断面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3.9%。
8月份， 全省市州城市环
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1.5%，同比下降7.3个百分点。
PM2.5平均浓度为25微克/立
方米， 同比上升4.2%；PM10
平均浓度为45微克/立方米，

同比上升4.7%。
其中， 长株潭区域3个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7.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4.1
个百分点， 与上年同比下降
19.4个百分点； 除PM10和CO
以外， 长株潭其余污染物浓度
均高于全省均值。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
综合指数评价，14个市州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城市（从
第14名到第12名） 依次是：娄
底、湘潭、永州市；相对较好的
前3位城市（从第1名到第3名）
依次是：吉首、益阳、张家界。
■记者 和婷婷

记者 李成辉 摄

本报9月13日讯 入秋，到
了收获的季节，长沙2000余亩
中秋脆枣迎来大丰收。
在长沙县路口镇上杉 市
村的110亩枣园里， 有着上万
棵枣树， 与别的枣园不同，这
里的枣树下面鸡鸭成群、绿草
丛生。
果园的主人是一对很 有
故事的“姐妹花”万怡与冯灿。
早年定居日本期间，她发现超
市里的水果都是论个卖，一串
葡萄卖价折合人民币近百元，
相比之下，国内经常爆出时令
水果被贱卖的新闻，这让远在
日本的万怡心中很是诧异。
“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农民
是一份体面又让人羡慕的职
业。”为了探寻日本精细农业的
密码， 万怡踏遍了东京近郊的
农村，疏果、松土、施用有机肥，
还有农作物生长日记……见
微知著，一个个细节让她恍然
大悟，原来，精细农业的密码
就藏在每一个细节里。

2012年回归故乡，万怡和
发小冯灿久别重逢，“姐妹花”
一拍即合。两人在长沙县路口
镇上杉市村流转土地110亩，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专家智
囊团的手把手帮扶下，从外地
引进金秋脆枣新品种， 择良
种、施良法，甩开膀子干起来。
经过四年的培育， 去年基
地枣树进入丰产期。今年，基地
再次迎来大丰收， 吸引不少长
沙周边的游客慕名来采摘。
“
100亩的种植面积，产量3万斤
没问题。”万怡开心地说。
“
近年来，长沙通过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本地种植的小水
果品种越来越多， 保证果品质
量的同时发展采摘经济， 已成
为长沙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产
业扶贫脱贫的有效途径。”长沙
市农委经作处长李朝晖介绍，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长沙枣树
面积已达两千余亩，主要分布
在浏阳市关口街道、 古港镇、
大围山镇， 宁乡金洲镇关山、
道林镇，长沙县路口镇、金井
镇、白沙镇等地。即日起至11
月上旬，市民可以前往体验采
摘乐趣。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长沙周末气温最高将达35℃
本报9月13日讯 近日，湖
南大部地区白云相伴微风阵
阵，部分地区偶有阵雨，气温
平稳运行。不过，随着副热带
高压回归， 今起长沙气温回
升， 周末最高温将达到35℃，
但热力不敌盛夏。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
主要降雨时间为16日至17日，
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14
日至15日，吉首、张家界、郴州
等湘西北、 湘东南局地阵雨，

其他地区多云；16日至17日，
受22号台风
“
山竹”外围云系影
响，吉首、张家界、永州、郴州等
湘西、湘南地区降水较明显，部
分中雨， 局地暴雨；18日至19
日，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
16日前，湖南气温呈缓慢回
升态势， 但无大范围高温天气。
其中14日最高气温31℃～33℃，
最低气温湘西18℃～20℃ ，其
他地区20℃～22℃。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倩

张家界新增直飞台北航班
本 报 9 月 13 日 讯 今 天 上 午
9:44，一架由台北桃园起飞，搭 载
着138名游客的远东航空公司的飞
机顺利抵达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
这标志着 远 东航 空执 飞 的台 北桃
园往 返张 家界 的 定期 航班 成 功首
航。据悉，这也是第2条张家界直飞
台北航线。
远东航空的台北桃园往返张家
界 航 线 由 165 座 全 经 济 舱 的 麦 道
82/83飞机执飞，于9月13日至10月
27日期间的每周二、四、六飞行，航
班具体时刻为： 台北桃园-张家界
06:25-09:30， 张家界-台北桃园
10:30-13:25。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胡鸿婵 朱克诚

搭高铁便利
香港迪士尼来湘揽客
本报9月13日讯 今天，香港迪
士尼乐园度假区以“高铁+” 为契
机，在长沙举行“快行慢玩”一站式
度假概念的推介会。
本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将全面通车，为湖南游客前往香港迪
士尼乐园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新交
通方式，出行时间和费用都将更加灵
活，长沙市民前往香港的时间将由原
来的约6小时缩减至3.5小时。
记者从此次推介会上了解到，
配合直达高铁的开通， 香港迪士尼
除从即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通
过如携程、 途牛等线上渠道及旅行
社推出优惠价仅1039元的“2大1小
乐园1日门票”套票，优惠价为1999
元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主题酒店1日
及“2大1小乐园1日门票”套餐外，还
将在香港西九龙站设立直通客务中
心， 为入住度假区主题酒店的游客
提供办理实时入住手续等服务，以
欢迎更多的湖南游客前往香港迪士
■记者 朱蓉
尼体验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