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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直通车”驶进民心“快车道”
”⁄%”̊ —%œ%‹»•%”%%%fl%%•%%%¶%·º†¢%%̊ %»⁄%%—%“»•%”»æ% ‚̂—”

˝¤%¶%– ˚fl̂ % %%‰£•% %¸̀ ¢†¤

“”˙˙ł%»‰¤%Łˇ%˜¿˚'„⁄†»‰%%º%ø¨¯
ˆæ， »„%…%´̨ %…%•¿̨ %”%̌ %%%»ø̌ ”́`%˜̌ %

ˇ%， ˙º˜，ˆ˙%»¶¤%“%%˛%‰%%%%%‚%˛˚%%

%‰。 ”†»%ˆ̇ %，%fl%%̊ —»··¤‰%%%̋ ¿̄ fi̊ ¿%%

ˆ‰%%% ¿̌·%‰̀ ”̧⁄%”̊ —%œ%‹»•%”%%%fl%%•%

%%%”%Ø”%%–、‚–%%”⁄%%̊ «% %́ %̃%»%，–，%¯
˚%%»̊ %% —̃ %̃‹， ¸%‰«%%%‰%˜̨ %̊%•·%”‚ł

` %̧%̊ «% 。́
`%̧ %̂ »̌ º%‰%˜̊ ，̇ %œ%‹»•%”†¿ˆ %̄–

%%%˝%%…fl`¸˝¶¸%•‰、‰%%%%%˚´·ƒ、%%%%、
˚'„⁄•‰、˝ˇ%„%%¥˛»%%%»˘%%%%%¶%†%，%%
%%̋ %% ‰̆%%%̀ ¸̨ %̊%。

%%̊ «% %́ %̃%»%̨ “、 »̨Æ”%̌ %%%„«¿“ˆ‰

%%% ？̌ %›%·，3 %´23 ¨%，”⁄%”̊ —%œ%‹»•%”

%%%fl%%•%%%̋ ¤„%%–%%̈ ¤̋ %̂ ‰%%、 ˛¢—¯„«

%%、¯%¨¶%%%˙%%%，„«†…`¸%%”⁄、‚–%%”⁄、
%·•¤·%¶%‚、%%¨¸%¨ 8 ¨¸%˜˚%»œ、¯´º，•‰
–，̈ 、%%¶%»•%”̨ %̊%…%̊ –̋ ¶̧ %、%%–¤。

%%%»̊ ”̇⁄%”̊ —%œ%‹»•%”%%%fl%%•%%%

%¯̀ ƒ̋ ¶̆fl„„‰¤%œ%‹»•%”% %̨%̈ «̂ æ——¶fl%%

ˇ%、”%—ł‚ %̃ %̆œ%‹»•%”%˚̀ ¿、%œ̀ ƒ‰¤%Łˆ%

%%、%̃ %̌ %̃»‚%̧ ı%%。 ‰%̃ Œ%·，‚ %̂%%ł%«̋ …

% 、̨¶%·º†¢%%，%fl%%̊ —%œ%‹»•%”%˚̀ ¿%‰%·

%‰、 ，̂ ¨¸̂ æ̈ 、%%% »̃•%”»æ% ‚̂—%œ¶fl¶ł%%

%%。

空气质量连续 3 年
达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fi%˜̊ —̂ ǣ %%%， »•%”%˝˚˙ˆæ%œ，
˙%%‰%˝̊ ˙̂ %%%，%¶%%%†̊ —̇%‚£，´%̧ fi̇ %%‰

%˝̊ ‰̇%%‰%ł%‰。 %¶%%%%% 、̆•–— %̇`̧ ‚、‰、
¿%% %̧%% %̃¯̂ %»•%”， ˚˙̨ %̂ %̇ „̃†̋ ‹˘%¯˛

%º̌ %̋ ø。 ˛“̈ «̀ ƒ…ø——%%̈ ¸̂ æ̨ “%——˜%˜•¢

%„¸…ˇº，…Æ”%%œ%‹%¯ˇ¨、´%%«•¢%„，˝˘¶fl
˛%̊ —%œ%‹»•%””%—ł̌ %、 ，̂ ˇ%̌ %̊ —̂ æ¯%%%

„«¿“̈ 、%%̋ ¶̧ %̈ ¨̌ %……”3 %´23 ¨%，%fl%%
˚—‚%%%—´̨ ¯̂ ‰%%̆ ‰%¤…fl%—̋ ˘̧ ˝̀ %̧%%ø%»

%%̌ ß̌ ¢。
%%%¸“˝¶¸%%–˝¤”%”%»¿“˝¤，¨、%%%%

%%%%»•%”̨ %̊%̊ –， %%%»̊ –…%–，¿%%–‰%%º

%%„%†¿̂ ¶̄%»%， ¨、%%̧ %̇ %%%%»̊ –…%% %̂‰

` %̧——，·ƒ%%、 »̋fl‰%，—，„ß†»%%¶ł%%。
“%˝̨ %‚%̈ ¶̧ł%%，¶%%˜̊ –、%%»%%%“‰%

10 ¶%‚%%%¸˘%%»%。 %»%“¨、%%%——Ł˙%，˛%
ˆ »̇Æ%»%–%%̌ %。 ””⁄%”̊ —%œ%‹»•%”%%%fl%%

•%%%%”%Ø̊ Ø… 、̇%%”⁄%•%ƒ̆ %%„%%，%%»%¿“
˝¤̀ ，̧ ˚´̇ Ø%†% ‚̋%¶%̀ ，̧“%«%»%“̈ 、%%•·

%”%˜̨ %̊%‰%%%̀ 、̧´œ%%̀ ，̧˛%̂ %̇˜̃ ¿%˜%†

% ·̋%%‰̀ ”̧。
‰%̃ Œ%·，%fl%%̊ —»•%”%˚̀ ¿̈ «ˆ%%Æ%%，

%›`%‚†‚˙´˚–£”%%% 66.2%%%% 。̌ 2018 ˜Œ
%` 2020 ˜Œ， ¿%˘ł%˚`¿%¯`…´˚•%–%·%

94.2%、95.3%、99.7%，`‹—ł 3 ˜Œ·%„œ…%¿%
˘ł%˚̀ ¿¶%…¶–Œ%…。 %fl%%、%、%%%¶、%、˜ˇ·¤
、%̈ %·%、%̀ %̧ fi% …̊%%ø%%…%%ß%ˆ̧ fi̧ fi%·%%

¸fi%˚·%–Œ´˚ 100% ， ¸fi%˚%%、ˇ%‚˚%·%

3.1959，¯ ”̄⁄%”̧ ˜̌ %（˚—̇ ł）˚%̨ »。˘%%—，%fl
%%、%%%̨ “、%̃ ˇ̊ 、̨ ¤%»·œ–%， ”%„ƒ··‰¤¨«

„œ̊ %•¶、%、%。
”⁄%”̊ —%œ%‹»•%”%%%fl%%•%%%†»¶ˇ、›

%ł%»•‰%»̋ ，̀ ˝ ‰̆ł–ƒ%‰、%̊ —¿%¶ˇ̂ %ˆ%”‹

–Œ̨ %̊%% %̨%， % %̨%%º—%‚·‚ß%%̂ %»%1 ˝%
˜¶， –ƒ%‰、%¶ˇ̂ %̀ ‹—ł38 ‚%%´˛¨¶¤·%–Œ，
%œ %‰ ˙¯ ¶ˇ ˆ% ˆ% 、‹ `¿ ·% 2017 ˜Œ %˜

0.954mg/L ˇ´‰%%` 2020 ˜Œ%˜ 0.253mg/
L，¸fi% †̊»¶ˇ̌ %、 。̂

·¸̋ %，‚ %̂%…Æ”%„%•%†¢%%，·%˝ †̆œ%%

%œ%‹»fl，%œ%‹†œ%%»fl。 % 、̂ %̂ »̂%“¨%ˇ%%»
%¥”–%% ”̆%„ß，3 ˜Œ%·»•˘%%%¯œ˝¤„%ˇ%˜¿
1223 ‚%，•æ%% 76 ‚%，˛“´%%«‚%%˚`¿ˇ%˜¿
´%%%%%%，¿%…%；¿“%„“»•–£%%„%——·•%˛æ
%%˙，˘%”»%¶fl，%%…˘%%•%˘%%% 140 %%…%，
—›%œ‰%%%»•–£̃ %%%160 ‚%， %œ˝˘˘%%%%“

— %̋%…¶；%›¿“̇ ł··— %́%̈ º“»•–£„%…%”，»æ
¯œ“„œ…%́ %%«„⁄%%%%̇ ł”。 ˚…%%–£”%%·•¤

‚%%„%‹˚˘， ¨%˜Œ%·`¢%‚ 633 ‚%， •£¿%

5114.89 ˝%%“，——%%（—%˚ ）́%—`%80 ¨ ，̧%—
`ƒ·%»%»•%”̨ ¥•¤——̨ “。

“六个到位”狠抓督察问题整改

˛“̈ «̂ %%%»fl̨ %̊%%ß‚ ，̃ ”⁄%”˚—%œ%‹

»•%”%%%fl%%•%%%%%“`ø‚%%‰˛»”%“˙%，、%
%¥¶‰†%˛˚%%%ß‚˜。 2017 ˜Œ%` 2018 ˜Œ，3
´%·˛%—%º、˚、…¶»•–£¶‰†%…%“»%˝•¿·”‰»
%%%˜348 ‚%— •̄ˆ̨ %̊%%ø%%ˇœ、 ，̄ %%…%¨«

˚—%˜ 16 ‚%•·%、˛˚%% 8 ‚%%%ˇœ、¯，8 ‚%%·

˚–—%̋ ‰̆ł。
2020 ˜Œ˚、»•–£¶‰†%“»%˝•¿·”˘%…%，

%fl%%˚— 36 …%—¯•ˆ…% （%…”⁄%” 450 …%%˜

7.9%）%ø%%%%‰Æ，˛%¶‰%%…%、˛%‚、ˆ%%%—˝
%‚%%。 ·%%%%%%‰»ø%%、 %›¿“̇ ł¸fį %¨%•%

% 、̨ˇ·%%% %̆%——%%、˘%–ƒ%‰%œ%‹»•%”%˛%%
% %̈%%，̨ %̊%%ß‚˜̈ 、% „̂%…%‰ł%„。

%º·¸̋ ‹̊ –， %œ%‹»•%”–£»⁄„⁄%%%˜˛‹

¶¨、%%¶¨、‚%¶¨†»¶ˇ%Æ%%，¶%ˇ%„⁄%%·%%%
` “̧%fl%%%ø%%”。 2018 ˜Œ%`2020 ˜Œ，%œ%‹
»•%”–£»⁄„⁄%%̀ ‹—ł3 ˜Œ»æ”⁄%”˚—¿…、¸%»
% ；̈ %œ%‹»•%”%%、ˇ——%%%·•¤„⁄%%`‹—ł 3
˜Œ†ı̀ “̈ «„œ̌ ‰̈ł， ˚˙̈ «„œ、 ¨«˚、˛¤%»%˜

“¨%`‹„%”ˇ%（˚—˙ł）；˛%¨%%·˘%†Ø„⁄%%–»
„œ̨ æ%、̆ %̨ “̌ ‰̈ł…fl%%、ˇ ‰̈ł‚%̈ ；̧¯¯˛%—%
¿%„⁄%%»æ̆ %%œ%‹»•%”†¿̌ ‰̈ł‚%̈ ，̧ †¢%%

˛“̨ ¤%»%˜̌ %（˚—̇ ł）%%̊ 、…¶̄ ¯̨ %—%¿%%¤ˇ%

»Æ%Ø% %̌%%%— •̋¢%%；3 ˜Œ%·‚ %̂%„†5 ¨ »̧æ

˘%„œ…%…¶ˇ¨‰ł¨%%%；ˇ%%%（…fl%%）˛%¸fi·ƒ
%%˚%ˇ%¨«‚†‚˙、¨«˚%…fl、¨«·ƒ%%，»æ˘%¨«
„œ̄ '·%%œ»%̨ %̧ fi% %̨%̊ %•¶̌ %； ”⁄%”̊ —%œ

%‹»•%”%%%fl%%•%%%%%̨ “、%̃ ˇ̊ 、̨ ¤%»%»‚%

ˇ%…¶%œ%‹»•%”†¿̂ ·̄œ–%，%%̈ «„œ%œ%‹»•%”

–£»⁄%·•¤¶%̨ Ø‰¤%Ł%—%%»Æ% %̌%%%— •̋¢%%。

强化日常管理 建立长效机制

2020 ˜Œ12 % ，́%%%—%º%›… „̂⁄%%»Æ%Ø

% ，̌“%%、 %̂…·%•%、%…%—、 „̋⁄%%”–»̊ %·˛`—

˛“%%%，̈ ˛̨ æ%fi%»， %“̇ %…%¿%%%%ß% »̄fl†œ

%%‰Æ„„、˜%%·‰Æ„„。 %“%%、 “̂%»¿%%»…ı”，
…·% ‚̌æ¿%%˘̃ %%·̌ ß•%%%̀ ¿， ”%—ł…ı%%»fl

˚fl̃ %%·̌ ß•%，·%̀ ƒ•¢%„—´̃ %%·。
%%‰Ø%%， ‰æ̃ Œ‚ %̂%‰«̨ ，¨˘•¢%„%%˜%

、 •̋¢%„•‰̊ ‰、%%%，——%%、 %̋%%，̀ %%%、˝»”%
˛˚%%、˝¨、%%¸%˙%、 ¨%”£…%„%、˝”⁄—，„%

¿%，%Æ˙%˜–»fi、%«%…˚'†%、»%…«%%
˛“。

·%˘ł%˚`¿˛¨¶¤–£”%„œ…%

»•%”¿%˘ł%˚`¿–Œ%…¶%…¶，
PM2.5 ˜Œ%ø¯¤¶¨¿%%˘%% 35
˛¢¿ /̧`¢•‰ˆ%%%ˇ´，%¯`…´˚
˛¨¶¤·% 95%%%%ˇ。 %fl%%、%

‰%¯˘·%”%%”¶ˇˆ%¸fi%˚˛¨¶¤

·%%‰Ⅱ%%，%%%¶、%、˜ ·̌¤、%̀ %

%%̧ fi%˚̨ ¶̈¤·%%‰Ⅲ%%…%%%% ，̌
%ß%ˆ¸fi¸fi%·%%¸fi%˚·%–Œ´˚·%

100%。 ‰¤%Ł%ˆ%%%†¨«%ß%ˆ´˚、
‚ß%%%†¨«%ß%ˆ´˚·% 100%。%œ%‰˙¯

˚—¿%¶ˇˆ%ˆ%%%%%%˛%%¸”%ß˝Œ”%%—˘%

¨˛˛æ。
„fi„%¿%̆ ł%˚̀ ¿， ˙¿»fl˛%̈ %%%%%—›̋ ‹

¿%% 。̆ %%¿¯̀ £̨ %、 ”̋%%ı—›̋ ‹¿%%˘̨ “%%̌ %，
%%–%ˆ%˝¿%%、…%%%%˘%%、%、¸¢%%、‰¤%%„⁄
%%%¨̨ “%%%，——%%，‰ł%»†‰%%%ß†œ%%‰Æ„„、
˜%%·‰Æ„„、%¸˚%‰Æ„„、%ˆ%%‰Æ„„、¯'%%˝¶
¨º‰Æ„„，%¥、ˆ%%%，˙ł%%、%%%，˚–¶˛，%%%，
`%%%% %̨%。 %%̈ º̊ %̊ '“¨%…¶%·•¤、`‰…¶%†
†Ø”，%%%“”%%–%¥̨ »%ß̇ º̀ “̌ %‚–̌ %…¶%%%ˇ

`%%…·ł¶%¿“%„%††Ø， %%̇ ¿̈ ¸̂ æ̈ 、%%%˜%¶

%%—%‚£‚—。
´%̊ %…ı̨ %‰%%…， ˝ ¶̆fl·%•%——¶fl%——，

´%̊ %。 …Æ”%̆ ˘̀ ¢†¢%%，–£% %̌œ%‹%†̈ «%œ%‹

„ƒ̃ %。 ¿“%„“´%̧ fi̇ %%‰%˝̊ ‰̇%%‰%ł%‰”˚%
…ø··— »́ø%%， ˚%̊ '%œ%‹̌ %̋ ”–£»⁄、 —̋%‚·

„⁄”%，˝””%%‰̧ fì %%%、%†%̌ %̋ ”–£»⁄，%Æ%%
%œ%‹̌ %̋ ”%˚̀ ¿、˝̨ ¶̈¤—%。 ”£%‹»fl¿“%„“¸«
¸%»œ、%»„«¿“”…%„%，%%•¤†Ø·ƒ%œ%‹»•%”
˛¥•¤——̨ “，‰%%˝̨ %̈ %̨ %̄ •̄¯̀ ¿。

˝””%̧ fi% %̊ %̨%， …Æ”%…ı̄ ¯%'¨%`‰̊ %

•¢̀ ƒ。 ”%—ł̋ ‰̆ł%fl%%、%、%%%¶、%、˜ˇ·¤、%
¨%·%̀ %%%̧ fi»•%”̨ %̊%%ß% ，̨ %%%，%%、ˆ%%

%¶、%»•%”̈ %̀ ¿、˝̀ ‰— †̋œ%%%%̨ %̈ %•%% „̨⁄

%%。 ¨«̂ %́ %̊ %”⁄%”̊ —̌ %‰›–£»⁄、˝%˛%%%%

¨%‚%“¨%̃ Œ——¶fl… »̆fi”、”⁄‰›̊ fĩ Œ‰ß%%`%、
”⁄‰›–£»⁄—%‚·„¥…Æ%‰%¤̌ %——¶fl、 ˇ˜…%„¥

˚ 、̆¯'·%»•%”%%、 %̌ß% %̨ %̈%%，̈ ˛̨ æ，¿“%„
˙，̈ %̧%% %̌ß%ˆ̧ fi̧ fi%·%%̄ †̄Ø%ß% 、̨˝„%•¶

»fl‰¤%Ł、¨º、%̄ ¿̄%„%%%、¯'·%%œ»%̨ %¸fi%˛

%%% „̈⁄%%。
% ¿̌%̋ `̈ %̨ %̈ %， %——，˙¿»fl%·˝•% %̨%

”%—，。 ¿“%„%%̧ ˘̨ %̈ %%%¿Ø”、%%%%†Ø„⁄%%，
‰ł%»†‰%˘̨ %̋ `̈ %»•%”%˚̀ ¿%·¿%； „%•¶‰¤

%Ł% %̂%%%%ß% —̂—̨ “， ¨•–£‰¤%Ł% %̂%%†¨«

%ß% ；̂”%—ł¿“%„̄ '·%»•%”%%、 %̌ß% ；̨”%—ł
˝ ‰̆ł%%‰%̊ %̨ %̈ %„⁄%%”、%%、 †%¿%̇ ł%%…%

„⁄%%̇ ł”、%%% %̨%—%‚·„⁄%%。
˚%% »̨•%”%†̈ «%%̌ %， •%•¶»fl‰%»•%”

%%·%•%̌ %。 ‰%¶¢“%»• %̌»¿%%»̆ •”（˛£̌ %•ˇ

˛%、˛†¿%¿%、˛£̌ %»fl%，̆ •）% ‚̈%•%̌ %̀ %%%，
%——，̇ ¿»fl%·̋ •% %̨%。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企业在线监测情况。

开展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雷霆行动”。

蓝天碧水浏阳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