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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遏制“问题混凝土”事件发生
全省住建系统启动专项整治，范围包括混凝土企业及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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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让日，“长椒侠”来抢镜
本报11月22日讯 “我真的

要给那些文明开车的司机们点
赞！”今天上午10时许，家住书院
路碧湘街的陈爹竖起了大拇指。
今天是长沙礼让日，长沙交警开
展不文明交通行为的整治，倡导
交通参与者文明礼让出行。同
时，作为礼让斑马线的“形象大
使”，长沙交警卡通“长椒侠”也
亮相街头，吸引了不少市民来合
影留念。

上午10时许，记者在书院路
碧湘街看到，由于这里街道两侧
都是农贸市场，穿梭斑马线上的
人流非常大， 且以中老年人居
多，而部分经过此路段的车辆未
能礼让行人，给道路通行带来一
定压力。

“您好，请出示您的驾驶证。”
天心区交警大队一中队的交警杨
先慈拦下了一辆未礼让行人的私
家车。驾驶员解释说，他是有急事
赶时间才未能礼让。 在接受批评
教育后，他表示，以后遇见过马路
的行人会文明礼让， 再急也不会
破坏交通规则了。

交警的执法行为受到了市
民的关注。“小伙子，我要表扬你
们，也感谢那些文明司机。”刚买
完菜的陈爹走到杨先慈身边，笑
眯眯地和他说。

陈爹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平
时常在碧湘街农贸市场买菜。他
说， 之前过马路总是担惊受怕，
既怕被过往车辆不小心刮擦，又
怕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现在长
沙实行文明礼让， 过斑马线时，
车辆都会自觉停下来，让我们感
到了温暖。”

陈爹觉得，车辆驾驶员礼让
路人，路人自己也要自觉。“我出
行肯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出行，不
给别人添麻烦。”

据悉，长沙交警目前正在全
市开展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行
动，对于机动车驾驶员没有在斑
马线上礼让行人的行为，将会进
行现场教育，并处以200元扣3分
的处罚。 ■记者 田甜

本报11月22日讯 今天，记
者从全省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
作部署暨露天矿山综合整治推
进会上获悉， 到2021年底我省
砂石土矿数量将控制在1500个
以内，减少约一半。同时，我省
对砂石土资源招拍挂出让起始
作出了规定， 起始价下调幅度
也有限制， 其中长株潭地区的
起始价不得低于3.4元/吨。

截至今年10月底， 我省砂
石土矿山共3449家， 在全省矿
山总数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二。
根据专项整治要求， 到2021年
底， 将我省砂石土矿数量要控
制在1500个以内， 全省大中型
矿山比例从12%提高至30%以
上， 全省历史遗留矿区和关闭
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率达80%以
上， 全省绿色矿山达标率80%
以上。

同时， 我省对砂石土矿资
源的招拍挂出让起始价作出了

规定，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
阳地区的起始价不得低于4元/
吨；邵阳、常德、益阳、张家界、娄
底、郴州、永州、怀化地区的起始
价不得低于3元/吨； 湘西自治州
的起始价不得低于2元/吨。同时，
各地可以根据矿区位置、 所在地
脱贫攻坚任务、 重点工程建设等
实际情况，适当下调出让起始价，
但下浮比例不得超过15%， 也就
是说，长株潭等地不得低于3.4元/
吨，邵阳等地不得低于2.55元/吨，
湘西自治州不得低于1.7元/吨。

在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
方面，目前我省已经完成第一阶
段前期摸底调查工作，查明我省
现有持证露天矿山3654家。根据
计划， 我省将投资3.8亿元，于
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省内长江
干流及湘江两岸10公里范围内
545个废弃 露天 矿山 （点）、
1911.52公顷的生态修复任务。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小云

本报11月22日讯“清洁
长沙”，大家行动。近日，星城
开展“清洁长沙”行动，并在
每周五下午，各级各单位、门
店业主、居民齐上阵，进行全
市大扫除。今天下午，记者在
城区多条主次干道、 背街小
巷和多个居民社区看到，现
场皆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
景象。

下午2点，在开福区湘江
中路湘君华天酒店前，湘雅路
街道6个社区的志愿者身着
红马甲， 或系着志愿者袖标，
手拿扫把和垃圾钳，准备对沿
街道路进行彻底的“大扫除”。
据介绍，今天的“清洁长沙”行
动，湘雅路街道负责清理湘江
中路竹山园至湘春路的东侧，
集合完毕的志愿者们迅速兵
分两路进行“大扫除”。

一路上， 志愿者们用垃
圾钳将绿化带里的白色垃
圾、 烟头、 废弃物等一一夹
起， 铲除了墙上和电机箱上
的广告， 清洁车紧随其后负
责对路面进行冲洗。65岁的
范娭毑动作十分麻利、 热情
高涨， 谈及参加志愿者活动

的感受，她高兴地说，“参加志
愿者活动， 既锻炼了身体，又
美化了环境，一举两得。”

在芙蓉区火星街道凌霄
路和东二环二段，街道机关全
体工作人员、环卫工人、社区
志愿者共150人，使用了2台洒
水车、扫把、拖把等，配合使用
洗衣粉、烧碱（洗地面油渍），
将路面、人行道及道路两侧相
关公共设施进行清洗。大家你
冲我扫，不一会儿就将人行道
冲洗得清清爽爽。

日前，长沙市城管委下发
《长沙市城市管理提升行动方
案》，从11月15日起，长沙将集
中利用60天时间，在每周五下
午开展“清洁长沙”大扫除行
动，在全市范围内实行道路街
巷大清洗、 房前屋后大清扫、
公共设施大清洁、生活垃圾大
清理，坚持“全覆盖、见底色、
常态化”深度保洁要求，全市
动员，全员上阵，重点解决群
众反映的市容环境卫生突出
问题，不断提升城市市容市貌
品质，让城市更加干净、有序、
美丽、文明。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周可

周五全市大扫除
扫出“新颜值”

长株潭砂石土矿出让起始价不得低于每吨3.4元

11月22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关于开展预拌混凝
土生产质量和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专项整
治的通知》已于近日印发。《通知》指出，为遏制“问题混凝
土”事件发生，即日起至12月31日，湖南将开展预拌混凝土
生产质量和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专项整治。

近期，媒体集中曝光了长沙市新城国际花都五期三标
C10栋12层以上、新华联梦想城13栋21-25层部分混凝土
构件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情况，长沙市住建局对湖南拓
宇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质量问题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对此，省住建厅要求，全省各地要切实加强预拌混凝土生
产、使用过程质量管控。

■记者 卜岚

通过核查施工单位预拌混
凝土进场交货验收情况，重点整
治施工企业对质量不合格预拌
混凝土把控不严、不按规定留置
试块、委托预拌混凝土企业代做
代养试块、试块取样方式和唯一
性标识等不符合要求、现场无标
准养护室（箱）或面积过小或养
护条件不满足标准要求、同条件
养护试块不放在相应结构或构
件部位进行同条件养护、无试块
养护记录、指使检测机构出具虚
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通过核
查施工现场预拌混凝土浇筑、振
捣、养护、拆模等情况，重点整治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随意加水、水
胶比过大、振捣不密实、施工缝

随意留置、养护覆盖不及时、养护
时间不足、无拆模试块强度报告等
违规行为。通过核查现场已达龄期
预拌混凝土实体构件强度，重点整
治墙柱、梁板、楼梯等结构构件实
体强度不符合规范要求提前拆模
和实体构件混凝土已达龄期但强
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问题。

“我厅将结合专项整治情况进
行抽查，检查情况纳入全省建筑工
程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对于发现存
在严重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将依
法依规严格处理。对群众反映的疑
似存在混凝土质量问题的项目，要
逐一检查，公布检查结果，联系媒
体主动发声回应群众关切。” 省住
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施工 重点整治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

通过核查预拌混凝土企
业产品原材料质量控制措施，
重点整治水泥类别和混凝土
用途不适应、砂石颗粒级配不
良、砂石含泥（或泥块）量过
大、违规使用海砂、用于混凝
土中的粉煤灰等掺合料等级
不符合规范要求等以次充好、
偷工减料影响产品质量的违

规行为。通过核查预拌混凝土配
合比及产品出厂质量控制情况，
重点整治配合比审批程序不到
位、随意调整配合比、采用阴阳
配合比、混凝土生产过程中水胶
比过大、 胶凝材料含量不足、粉
煤灰等矿物掺合料掺量超标、不
按规定要求进行混凝土质量出
厂检验等违规行为。

重点整治随意调整配合比等行为生产

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工作人员冲洗路面。记者 石芳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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