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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危险废物专项大调查大排查动员部署会现场。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陈颖昭）9 月 29 日，全省
危险废物专项大调查大排查动员部署会
在长沙召开， 副省长陈文浩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由省政府副秘书长黎咸兴主
持。

我省是 “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
乡”，长期以来积累的危险废物遗留问题
较为突出。 为加快解决历史欠账问题，全
面提升生态环境领域治理能力， 省政府
决定在全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危险废物
专项大调查大排查工作， 加强对全省危
险废物产生、收集 、贮存、转移 、利用、处
置全过程监管，摸清我省危险废物底数，
排查危险废物隐患， 切实防范生态环境
风险。

陈文浩指出，开展大调查大排查，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具体行动。 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
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 ，坚持精准 、科学 、
依法治污， 着力提升危险废物监管能力
和利用处置能力， 推进实现危险废物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

陈文浩强调，当前，我省危险废物问
题处于“产废增长期 、政策完善期 、矛盾
爆发期、公众关注期”四期叠加。 开展大
调查大排查， 是加强全省环境保护工作

的迫切需要， 必须以对历史和人民群众
高度负责的态度，防风险隐患于未然。 各
级各部门要迎难而上、担当作为，确保完
成危险废物大调查大排查各项目标任
务。 针对发现的难点问题和困难，要强力
推进问题整改，切实排除环境风险隐患。
要统筹用好监督和帮扶， 积极主动服务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既要压实
企事业单位责任， 又要切实帮助企业解
决危险废物污染治理实际困难。 要确保
排查无死角 ，真正做到底数清 、情况清、

问题清、责任清、措施清。 要以大调查大
排查为契机， 认真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
改，抓紧编制“十四五”危废管理规划，尽
快实现危险废物监管信息化、规范化，切
实 提 升 全 省 危 险 废 物 监 管 和 处 置 水
平 ，着力构建全省危险废物处置新格
局 。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办公室主任 、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 厅长邓立佳就
危险废物专项大调查大排查工作进行了
动员部署， 明确了大调查的内容和大排

查的范围， 提出了工作目标、 任务和要
求。 他指出，通过大调查大排查，将全面
掌握全省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收集许可单位 ，化工园区 ，工
业污水处理厂，尾矿库以及无主堆场、重
点区域的底泥、尾砂、遗留废渣等 5 个调
查对象危险废物的底数和问题， 并形成
排查发现问题汇总清单、 危险废物产生
单位清单、 拥有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
设施单位清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清单、
危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清单、 化工园区
管理清单、尾矿库（堆场）专项排查清单、
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泥专项排查情况清单
等 8 个清单。 根据调查排查结果及问题
清单， 及时组织开展全省危险废物整改
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根据省生环委印发的 《湖南省危险
废物专项大调查大排查工作实施方案 》
和会议要求，各市州、县市区政府是此次
大调查大排查工作的责任主体。 各部门
要建立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
加强重大问题协调， 堵塞危险废物监管
漏洞。 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广泛收集、
深入挖掘涉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线索，集中查办一批环境污染严重、损害
群众健康、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并予以
曝光。 各市州生环委要对提供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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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部署全省危险废物专项大调查大排查

本报讯（通讯员 唐江）9 月 25 日晚，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根据
群众投诉举报，连夜开展了一次突击夜查行动。

当晚 21：30，督察组凭借手机导航，冒着大雨抵达株洲某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 督察人员分别对该厂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和渗滤液处理站开展
督察工作。 在监控室，督察人员一一核对在线监测数据，并要求该厂提供
了烟气监测报告。 督察组人员还与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人员一同
前往渗滤液处理站排放口采取水样， 连夜送至株洲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进
行检测。

22:10，督察组抵达株洲某火力发电有限公司，对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
查。 22:20 至 23:00，督察组赴银海路、庐山路、长江南路多家建筑工地突击
检查，现场核实涉噪音投诉举报件办理情况。

督察组突击夜查垃圾焚烧发电厂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悠）9 月 15 日第一批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开展以来，一批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得到纠正，一批生态环境保护不
作为行为得到查处。

截至 9 月 23 日 18:00，7 个督察组共
收到群众来电 、来信举报 987 件 ，受理有
效举报 902 件， 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

计向相关市转办 635 件。7 个市已办结 199
件， 阶段办结 49 件， 办结和阶段办结率
39.06%。 其中，责令整改 135 家，立案处罚
15 家 ，罚款 40 万元 ；立案侦查 3 件；组织
处理 4 人。 各市举报信访件办理不平衡，
其中，株洲市上报办结和阶段办结 79 件；
娄底市责令整改 35 家；郴州市立案处罚 8
家 ，罚款 18 万元 ，组织处理 4 人 ，部分地
市还需要加大办理力度。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葛倩 王琛 ）9 月 28 日上
午 ，以 “生物多样性保护———你我共同参
与 ”为主题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
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系
列宣传活动，在吉首市矮寨举行。 生态环
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湖南省生态环
境厅 ，湘西自治州人大 、政府等相关部门
代表与近千名当地群众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湘西自治州人大
法制委对《条例》进行了生动形象、深入浅
出的解读。 尽管下着小雨，现场群众还是
热情高涨地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抢
答赛。

《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地市级生物多样
性保护地方性法规，于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
施行。 《条例》共二十七条，对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具体实施路径作出了规定， 不仅为
湘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
障，而且对推进我省乃至全国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
义。

湘西州生物资源极其丰富， 森林覆盖
率占州域国土面积的 70.24%，百年古树占
全省总数 25%， 动物种类占全省动物资源
78%，是全国罕见的自然资源富集地。 由生
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和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合作开发的“建立和实施遗传
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
家框架项目”(简称 ABS 项目) 即选择了湘
西作为地方试点。 ABS 项目的深入开展有
力推动了《条例》出台，同时对惠益分享制
度进行的原则性规定也成为了《条例》一大
亮点。

保护生物多样性
首部地市级地方性法规施行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取得阶段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