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街集市旧照。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李剑锋）9 月 10 日，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督察办”）对参加第一批省
级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全体督察人员
开展了集中业务培训。

此次培训着力解决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是什么、督什么、怎么督”的问题，为即
将开展的“回头看”督察工作夯实基础。省
督察办主任、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
长邓立佳出席并在开班仪式上讲话 ，各
督察组组长、副组长出席会议。

邓立佳要求， 要吃透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涉及的法规政策， 在督察过程中及
时发现问题，充分收集证据，分析追溯原

因 ，明确责任指向 ，真正做到 “见人 、见
事、见责任”。 要始终聚焦重点任务和目
标，有的放矢 ，抓住几个核心问题 ，以钉
钉子的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 不彻底解
决问题决不松手， 以看得见的成效兑现
承诺、取信于民。 要准确把握政策尺度，
既要严禁平时不作为 、临时 “一刀切”等
督察整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又要推进
立行立改、边督边改、实改真改。

邓立佳强调， 要充分发挥督察制度
战略利剑作用，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发
现问题、 推动整改作为督察人员主要职
责，敢于动真碰硬，不能因为问题复杂就
回避。 对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集中力
量查深查透、一查到底。 要始终深入基层
一线，摸准实情 、找准问题 ，不能浮于表
面、流于形式 ，要坚持实事求是 ，凭事实
说话，不能仅靠推测、估计判定问题。 要

严格遵守督察工作纪律， 严格遵守保密
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请销假制度，严格
落实各项廉政规定，必须做到远离红线，
坚守底线，不碰高压线，保证做到“干成
事、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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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市场成交通安全隐患
坐落在渭水旁的射埠老街起源于民

国初期，是当时的交通要道 ，去花石 、衡
山的必经之路。 老街沿街有当铺，周边有
码头，形成生活物资集散地，成为老百姓
赶集的首选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老街逐渐没落，但
是对于百姓来说， 集市始终是他们难以
割舍的情怀， 也是生产生活交流必不可
少的环节。 随着交通的发展，出行方式的
改变，过往的车辆越来越多，马路市场安
全隐患剧增。

“马路上人车不分流，几百个小摊摆
在公路两旁， 形成的马路市场有 1 公里
长。 逢一逢六赶集日，道路交通就十分拥
堵，人车相撞事故时常发生。 ”射埠村党
支部书记谭蒲元因此常接到村民投诉。

“以前赶集时 ，车基本走不通 ，得不
停地按喇叭。 遇到性格急躁的村民就吵
起来了。 赶完集，满地都是菜叶子和家禽
的羽毛粪便，整条街脏乱差。 人多了，贼
也多，常听到有人说摩托车被偷了。 ”来
赶集的村民徐跃其告诉记者。

马路市场的整改迫在眉睫。 2019 年
9 月 22 日，湘潭县花石镇日华街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 一辆严重超载的货车刹车
失灵， 在马路市场上撞到多名赶集的行
人，事故造成 10 人死亡、16 人受伤。 “9·
22”事故发生，让湘潭市委市政府决心全
面取缔马路市场。 正式打响了湘潭市顽
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战斗。

全市取缔搬迁 265家马路市场
湘潭马路市场取缔整治围绕“摊清”

“人清”“路清 ”总目标 ，通过取缔关停马
路市场坚决 “不能摆 ”，新建搬迁集贸市
场解决 “何处摆 ”，强化管理引导商贩入
市“规范摆”，让村民安全放心购物。

2019 年 10 月至今，各乡镇均在所辖
原马路市场张贴取缔公告。 进行大宣传
大走访， 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对取缔整
改的了解。 通过直接取缔、搬迁改造、搬
迁新建等措施， 将原有的 265 家马路市
场直接取缔 193 家，规范搬迁 72 家。

马路市场取缔后， 加快集贸市场新
建和改造升级，是解决商户们“何处摆”，
群众“何处购”问题的治根之本。

2019 年 9 月 30 日， 湘潭市委办、市
政府办下发了 《关于坚决整治道路交通
安全顽瘴痼疾的通知》《湘潭市马路市场
整治规范和农村集贸市场建设管理专项
行动方案》 两个文件。 明确了要坚决取
缔、 适时搬迁和严格管控的马路市场清
单， 按照分级处置， 分期分步骤实施原
则，依法规范管理，提出了城乡一年内完
成新建和改造农贸市场的计划。

为解决资金难题 ，省 、市、县共计争
取到 3600 万元财政资金投入农村集贸
市场建设。 新建农贸市场，选址是关键。
“要让老百姓和商贩愿意走进新市场摆
摊交易，才能真正让马路市场消失。 ”市
商务局副调研员赵立军解释。

湘潭县坚守 “确保安全”“不占基本
农田”“不占生态公益林”三条红线，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科学选址。 谭蒲元告诉记

者 ， 选
址 需 要
考虑方方
面 面 的 问
题。 村支两委通
过召开会议，多方走访
听取党员、组长及群众代表意见，结合实
际， 决定在潭花公路旁的空地新建老街
集市。 “新建的集市占地 8 亩，包括河滩
区域和部分村民自留地。 我们多次召开
村民大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才能够重
建老街集市。 ”谭蒲元说。

其他各县市区、园区结合实际需求、
因地制宜， 灵活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农贸
市场建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 韶山
市充分利用废弃学校、 村部等闲置场地
开展建设，还创建活动摊位建设模式。 韶
山市杨林乡云源集市的所有摊位都是活
动的，赶集结束后收起摊位，就是村民的
宴请场所。

新老街集市建好后， 为了吸引商贩
入驻， 集市管委会决定开业第一个月赶
集不收摊位费。 易俗河镇梅林桥集市管
委会更是直接在集市旁搭台唱戏， 吸引
人气。 有时也会遇到难题，易俗河镇一家
常年在路边摆摊卖菜的商贩， 起初对入
驻集市很不理解，担心搬走了没生意，不
方便。 在易俗河镇镇党委书记王赞的多
次劝导下， 最终将菜铺搬进了梅林桥集
市。

集贸市场全新升级让百姓“放心购”
9 月 8 日上午，当记者来到射埠老街

集市，集市上已经人声鼎沸，小摊贩们吆
喝叫卖，村民驻足挑选询价。

谭春在射埠镇卖猪肉已经 30 年了。
上午 10 点，谭春肉摊上的猪肉已经快卖
光了。他平时在农贸市场卖猪肉，逢一逢
六就来新集市卖。

新集市建好前， 谭春也上马路市场
卖肉。 他说：“以前在马路市场卖猪肉，骑
着三轮车，有车来了 ，时不时就要让路 ，

不安全也影响做生意。 下雨天还要撑
把沙滩伞，就更不方便了。 新集市
建好后，我租了一个摊 ，每个月
6 天 ， 一个月摊位费就 30 块
钱。 这里干净整洁，不会风吹
日晒雨淋还安全。 赶集的日
子人多 ， 我能早点卖完收
摊回家。 ”一天下来，谭春
能卖上百斤猪肉，足够一

家人生活。
新 老 街 集 市 总 面 积

5336 平方米 ， 共有摊位 350
个， 可服务周边 10 公里内的

村民生活需要。 记者在现场看
到，新集市宽敞整洁，功能分区分

明。瓜果蔬菜鲜肉等商品分门别类，水
泥修建的摊位台上货品摆放有序。 集市
还建了停车场，安装了摄像监控，来赶集
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被偷车。 村里专门
安排了保洁员打扫市场卫生， 脏乱差现
象也不见了。 去年 10 月份，新市场正式
运营， 一年收取摊位费给村里集体经济
增收 6 万元。

据了解 ，通过直接取缔、搬迁改造、
搬迁新建等措施， 区域内主干道上基本
畅通、交通和环境卫生状况明显好转。

为综合调查马路市场取缔整治情
况， 湘潭市还聘请第三方机构专项开发
手机 APP 实时监控 。 通过 GPS 地图定
位， 可全方位显示 265 家马路市场的位
置。 逢赶集日的马路市场会在当日自动
标红提醒，精准导航至每个马路市场，在
暗访督查中发现问题， 严防马路市场反
弹。

湘潭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整治办主
任王建军介绍：“马路市场整治应形成常
态化的工作。 市场建好了，下一步，我们
要强化农村集贸市场安全排查与管控。
要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安
全隐患彻底消除， 市场才能稳定有序经
营。 交通部门要督促指导乡镇全力巩固
马路市场整治取缔成果， 确保长效不反
弹。 ”

湘潭马路市场之变

省级环保督察“回头看”培训举行
对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查深查透

整治顽瘴痼疾
安全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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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集市新貌。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见习记者 杨天朗 通讯员 文飞 邓彪

9 月 8 日， 记者走进湘潭县射埠镇老
街集贸市场。 当天是农历初一，老街集市
赶集的日子。 宽敞整洁的集市人潮涌动，
十分热闹。摊位分门别类,新鲜瓜果蔬菜肉
类摆放有序 。 村民穿梭在集市上挑选货
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然而在老街集市未建成前，村民将摊
点摆在人流量车流量大的潭花公路旁。 赶
集时 ，15 米宽的公路被挤占只剩下 7 米
宽，车辆通行缓慢，严重堵塞交通。

射埠村马路市场的变化，得益于去年
开展的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 围绕“摊
清、人清、路畅”的总目标，经过一年整治，
湘潭市目前已取缔 193 家马路市场、规范
搬迁 72 家 ，新建了
108 个农村集贸市
场 ， 真正做到了有
路无市、有市无路。

票据遗失声明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购领

证号 1991），因保管不善遗失《湖南省行政事
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存根联 25 张，票据字
轨：湘财通字 （2019），票据号码 ：02152701～
02152725。 以上 25 张票据存根联全部作废，
并将 2020 年 8 月 6 日在法制周报第 94 期
刊登的票据遗失声明撤销，特此声明！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9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