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5日，长沙地铁4号线，列车停靠在湖南大学站。该线路已于近日通过试运营专家评审，目前正
按照运行图进行试运行。4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33.5公里，设站25座，途经滨江新城、溁湾镇商业中
心、岳麓山大学城、高铁站等重要城市功能中心和枢纽地带。 记者 童迪 邓晶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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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指出， 湖南省第一轮督察
整改工作虽然取得重要进展， 但一
些整改存在标准不高、工作不实，一
些地方和部门办法不多、担当不够，
部分整改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甚至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
整改等情况。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
仍不够到位。 有些地方对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领会还不到位，表态多、
行动少，部署多、落实少。有些地方
整改力度不大，要求不高，生态环境
保护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一些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还要依靠领导批示或
上级督察督办才能引起重视、 推动
解决。 益阳市没有把督察整改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 攻坚克难的决心与
担当不够，态度消极、行动拖沓，以
致许多整改任务久拖不决， 水环境
问题依然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一些地方担当意识不强、 工作
作风不实， 部分项目甚至在第一轮
督察反馈后顶风违建。株洲市在“回
头看”督察期间提供不实信息，声称
位于绿心地区的“北欧小镇”房地产
项目已于2017年5月后全面停建，但
督察发现， 该项目在此后仍违规建
设24栋高档别墅， 当地对此没有坚
决制止，没有查处到位。

二是责任落实不够到位。 一些
部门和地方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时，没有真正形成自觉行动，部分
整改工作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落实
不力。 原省经信委淘汰小造纸落后
产能工作不严不实， 以特种纸无法
折算箱板纸产能为由， 回避落后产
能概念，模糊全省小造纸淘汰政策。
截至“回头看”时，全省276家造纸企
业中， 仍有70多家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生产设备。

三是一些地方敷衍整改问题较
为突出。 一些地方以历史遗留问题
为借口，拖拉应对整改。溆浦县对江
龙锰业公司历史遗留锰渣、 江东湾
锑矿区3处采矿废渣等污染问题十
多年未开展实质性整治工作，“等靠
要”思想严重。涟源市敷衍应对群众
多次投诉的汇源煤气公司环境污染
问题， 无视其日均浓度连续超标的
事实，草率认定群众投诉不实。

四是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仍有
发生。永州市对区域内3个断面重金
属超标问题不重视、 不研究、 不部
署， 市级层面至今未出台专项整改
方案。 紫云矿区大量历史遗留矿渣
露天堆放，整治缓慢，但仍然上报整
改达到序时进度。

督察强调，湖南省委、省政府应
根据督察反馈意见， 抓紧研究制定
整改方案， 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
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
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本报5月5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与我省优秀青
年代表一起座谈交流，共同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 杜家毫寄语
全省广大青年继承和弘扬五四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勤于学习
实践，脚踏实地奋斗，涵养优良
品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征程中谱写新的青春
华章。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座谈
会，省领导谢建辉、周农、吴桂
英、胡旭晟、许凤元出席。

座谈会上，钟瑛、李术、戴跃
锋、邹勇松、周朴、陈瑞来等青年
代表先后发言， 或讲述返乡创
业、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故
事，或分享扫黑除恶、护卫金色
盾牌奉献青春的感悟，或展示与
病魔抗争、克难奋进的自强自立
精神，或表达了矢志做青年马克
思主义信仰者、守卫者、传播者
的决心信心……

杜家毫认真倾听大家的发
言后说，青春是一生中最美好的
时光。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有幸亲身参与和经
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历史进程，是每位青年难得的
人生际遇。 大家的实践充分证
明，躬逢新时代，只要把青春融
入党和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奋
斗进取，与国家共发展、与时代
同进步，就一定能绽放出最绚丽
的火花，演奏出最优美的旋律。

杜家毫说， 一百年充满艰
辛，一百年创造辉煌，一百年举
世无双。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

是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理解五
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五四精神
的时代价值，深刻把握新时代中
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方向和新时
代中国青年的使命，继续高举爱
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激发追求真
理、追求进步的行动自觉，弘扬
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进一步团
结和凝聚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
铺路架桥、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
瓦、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贡献青春力量。

杜家毫强调，全省广大青年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
点期望，勇担时代使命，不负期
待重托。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 永葆爱党爱国之
心，树立报国为民之志，在大事业
大格局中成就个人梦想、 实现个
人价值。要勤于学习实践，自觉把
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会用
政治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和思
维去观世界、看问题，切实在实践
中学真知、悟真谛，在实干中磨
心性、长本事。要脚踏实地奋斗，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积极在经济
建设主战场、 改革创新最前沿、
脱贫攻坚第一线施展才华、 建功
立业，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干起，
真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
一行。要涵养优良品行，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
想道德修养，学会宽容、学会感
恩、学会自省，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以实际行动崇德向善，培育
清风正气。 ■记者 贺佳

杜家毫表示，中央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反馈意见既肯定了我
省抓督察整改取得的积
极进展，又严肃指出了存
在的差距不足和突出问
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
求，对我省进一步加强生
态环保工作、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是有力推动和
促进。省委、省政府照单
全收、诚恳接受，将切实
担负整改主体责任，深入
查找剖析原因，抓紧制定
整改方案，逐一明确牵头
领导、责任单位、整改措
施和时限要求，坚决抓好
问题整改落实。

杜家毫强调，要进一
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
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
好一江碧水”的殷切嘱托，
切实增强抓整改落实和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
性。 要进一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 着力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保
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
“长久立”相结合，进一步
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创
新，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
设制度机制。 要进一步树
牢新发展理念， 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
和资源利用上线， 坚定不
移走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回头看”情况
整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部分整改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
决策部署，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30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湖南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安
排专项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
于2019年5月5日向湖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李
家祥通报督察意见，省委书记杜家毫作表态发言，省长许达哲
主持反馈会，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和督察组有关人员，湖南省
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等参加会议。 ■记者 贺佳 和婷婷

督察认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
重要指示要求，强化部署，狠抓落实，
攻坚克难，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
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第一轮督察反馈以来，湖南省建
立由所有省委常委在内的14位省领
导分别联系督办14个市(州)整改任务
的工作机制， 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
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生态
环境保护和督察整改工作， 省委、省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先后10余次深入
一线现场督促检查和指导督察整改
工作，针对重点问题紧盯不放。

湖南省敢于直面问题， 果断处
置一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生态环境
问题。持续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一
号重点工程”， 累计投入500多亿
元，安排整治项目3058个，取得较
好的整治成效。 加大洞庭湖生态环

境整治力度并取得明显成效， 清理
湖区保护区核心区近8万亩欧美黑
杨，强力推进港口码头专项整治，依
法拆除47万亩矮围、网围，用13天
时间坚决拆除延续17年的下塞湖矮
围，湖区水质总磷浓度开始下降，越
冬水鸟数量创近十年之最。 在全国
率先出台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处
置政策， 拨付财政资金7600多万
元，清退39个省级发证矿业权。

督察反馈以来， 湖南省对违法
排污的工业企业责令整改4326家，
立案处罚1360起， 罚款金额超过
8000万元； 对生态环境问题背后存
在的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
题，约谈党政干部1469人次、党纪政
纪处分和组织处理1950人； 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背后存在的权力寻
租、“保护伞”等违法犯罪问题，实施
“一案三查”， 移交司法处理255人，
发挥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用13天时间
坚决拆除延续17年的下塞湖矮围

存在问题 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等情况
仍有发生

坚定不移走
高质量发展之路

杜家毫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座谈会上
寄语全省广大青年

勇担时代使命，成就个人梦想

抓紧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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