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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大地齐行动   督察整改正当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回头看”进驻以来，湖南省

把抓好信访件办理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抓，

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先后 11 次对信访件办理及整

改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赴现场调研督导，全省 14 个市州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均赴一线现场督办，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

立行立改，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 

 

长沙市京港澳高速公路噪声污染整改提速加力 

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黎圫段 1996 年建成通车，2008 年

长沙市启动该段高速公路下沉改造项目。2017年 4 月 24 日，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湖南，该路段两厢“万里时代”

等小区居民重复投诉噪声污染问题。4 月 25日，长沙市政府

召开专题调度会议，6 月 20日，累计完成 334米声屏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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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建设。安装声屏障后，临近高速公路与高速公路相对高差

28 米以下的降噪效果约为 3到 5分贝，同时为下一步该路段

的噪声污染治理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回应群众诉求，长

沙市进一步提速加力整改，开始全线 3.71km 设置直立声屏

障设计施工。 “万里时代”的居民在施工路段现场，对政

府的快速反应及行动表示赞赏。 

 

株洲市清除残渣废液还土地“洁净”本色 

上世纪 50年代开始，株洲清水塘聚集了 130多家冶金、

化工、能源等企业，该工业区整体搬迁过程中，清水塘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指挥部按照“一企一方案”要求，对危化企业

实行全方位监管，防止企业搬迁造成二次污染，同步启动清

水塘工业区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推进残渣废液处置。今

年上半年已处置残渣超过 10 万吨、废液超过 1 万立方米，

拆除设备 100余台套。“中盐株化” 14 个分厂，完成 9 个分

厂的残渣废液处置。目前已启动清水塘污染场地治理和土壤

修复，根据土地利用规划，明确各地块的土壤治理目标和类

别，因地制宜制定治理方案，明确治理时限，确保清水塘工

业区企业场地环境安全隐患基本消除，土地达到规划用地环

境质量要求，土地实现流转、再利用。企业“功成身退”，

土地“涅槃重生”，清水塘片区正在走向生态科技新城。 

 

湘潭市雨湖区对直排污水企业拉闸断电、限期整改 

11 月 2 日，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接到中央生态环保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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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回头看”交办信访件，反映雨湖区先锋街道有一家企业

废水排入下游中心村，废水呈黑色。接到交办件后，雨湖区

环保局迅速开展排查，打开一家豆腐生产企业附近的下水井

盖后发现，一股黑水经过暗沟直接排了出来。检查发现，这

家企业污水管道发生部分脱落，导致废水溢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雨湖区环保局要求企

业立即停产整改，并下达了《查封决定书》，对企业拉闸断

电，立案处罚。暗访记者来随后来到被污染的江麓西干渠，

村民们表示，最近渠道的水已经变清了，异味也消失了。 

 

衡阳市城区建成 82 座压缩式垃圾收集站减少二次污染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垃圾围城和垃圾中转站臭气污

染问题，衡阳加快推进城市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和提质改

造，城区已建成的压缩式垃圾收集站达 82 座。相比以前敞

开式的垃圾站，压缩式收集站容量更大、密封性更好、垃圾

日处理能力更强，其通过压缩后可一次性装载垃圾 10 吨左

右，是老式垃圾大箱的 45 倍。另外，每天在固定时间，都

有新型密闭式垃圾压缩车前往垃圾收集站将压缩垃圾拉走，

让垃圾不落地、不暴露、日产日清，可有效减少二次污染，

改善城市卫生环境。 

 

邵阳市邵阳县关停 7 家河砂场和 15 艘釆砂船 

邵阳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为资江两大支流赧水和夫夷

江汇合地，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和湿地资源，规划区内生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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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 种，省级 81 种，具有

独特的保护价值。为防止湿地公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执法

人员对停靠在砂石场内的釆砂船只进行上锁、贴封条，防止

偷采、盗采。11月 2 日，邵阳县对位于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

内到期的 7 家河砂场和 15 艘釆砂船只进行关停，禁止乱采

乱挖行为。邵阳县还将对全县流域内釆砂权已到期的釆砂船

只进行严格监管，进一步守护绿水清波。 

 

岳阳市加快推进城区黑臭水体整治 

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岳阳市加快推

进城区黑臭水体整治，从去年开始，全面启动牛栏坡溢流口

污水治理工程，目前主体部分已经完工，已实现污水截流，

在牛栏坡溢流口截污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冒雨安装调

试设备，11月底可以整体竣工投用。这一工程主要是用于收

集经开区白石岭片区、八字门片区通海路以西区域污水，再

经北港河截污主干管输送至罗家坡污水处理厂处理。 

 

常德市汉寿县青山湖垸即将完成“两围”清理整治 

常德汉寿县青山湖垸于 1976 年围垦成垸，1998年实施

退居退耕，安置移民 1730 户 4744 人，一直作为防汛矮围予

以保留。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及省、市“两围”清理整治要求，

今年 10月 9 日，汉寿县正式打响青山湖垸“拆围”攻坚战，

成立由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的青山湖垸“两围”

清理整治专项工作指挥部。10 月 15 日，拆除队伍及机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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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已全部进驻，启动了立桩拦网、建（构）筑物、泥堤拆除

工作。预计 11月 15 日，青山湖垸可完成“拆围”任务；11

月 30 日前，移民、股东权益保障可基本落实，全面完成青

山湖垸“两围”清理整治任务。 

 

益阳市全市 83 家粘土砖厂实现转型升级 

为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益阳市加大粘土砖厂整

治力度，通过取缔关停、转型升级等方式，降低砖厂废气对

环境的污染，提升了城市的空气质量。赫山区盛源砖厂由原

来的快活岭砖厂改建而成，轮窑升级为隧道窑，提升了热能

利用率，有效节约了能源。益阳市原有砖厂 261家，到目前，

共取缔关闭不达标粘土砖厂 178 家，保留的 83 家按照“一

厂一案”要求，严格落实原料燃料堆场密闭储存、生产线安

装吸尘装置、安装运行烟气脱硫设备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娄底市冷水江市加强渣土运输管理 

针对群众对治理城市道路施工扬尘污染的诉求，冷水江

市在该市建成区范围内开展渣土管理集中宣传和整治行动。

组织渣土管理宣传车在城区不间断地进法律法规宣传，向市

民、渣土处置单位和相关部门发放渣土管理法规宣传册 5 万

余份。对渣土处置工地和运输行业进行强力整治，对渣土车

偷倒乱倒以及抛撒滴漏污染城市道路的行为进行全面治理。

此次整治活动期间共向渣土处置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 4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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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渣土运输企业法人 4 次，纠章违规渣土运输车辆 165 台

次，责令清洗污染城市道路 6000余平方米。 

 

永州市零陵区打好饮用水源全民保卫战 

零陵区投入饮用水源专项整治资金 2000 余万元，萍阳

南路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娘子岭水厂垃圾收集站”退

出潇水河畔，南津渡大桥、香零山村一桥、香零山村二桥三

座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一级保护区的桥梁应急池等安全

防护设施完成建设，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专项督查交办的 5

个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同时，强化日常监管，发动全民参与。

零陵区在已有政府河长的基础上选拔出 17名优秀民间河长，

负责流经辖区境内的 15条区级以上河流和 43个主要村段区

域管辖。政府河长与民间河长协作联动，开展河湖巡查，收

集反馈周边群众对于治水的意见和建议。 

 

郴州市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做到标本兼治 

郴州市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中，

要求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提出，要紧盯重点区域，特别

是东江湖周边，临武三十六湾矿区及甘溪河、陶家河流域，

以及市中心城区、郴州高新区、郴州经开区；紧盯重点领域，

特别是尾矿库、危废储存和处理、污水废水处理；紧盯重点

企业，特别是排放量大的企业、危废处理企业。提出，对于

严重违反中央有关环保政策、产业政策且产能落后、无法整

改的企业和项目，下决心坚决关；对于停产整顿企业，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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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一停了之，要着眼解决问题，跟进、推动整改工作；对

于涉及到民生民计的问题，必须疏堵结合，保障群众的合法

权益、回应群众的合理诉求，防止整改“一刀切”。 

 

怀化城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41 家违规企业全部拆除 

怀化市鹤城区盈口乡的谭小勤石灰厂是一家从事石灰加

工的个体企业，该厂位于怀化市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

围内，鹤城区人民政府根据整治方案，组织工商、国土、环

保等单位依法对石灰厂等非法企业强制断电停产，对厂房进

行拆除。截至目前，原石灰厂所在厂区已拆除到位，厂区现

在已变成景色宜人的绿化风光带。怀化城区饮用水源保护区

原来 41 家违规生产企业，通过饮用水水源专项整治，41 家

企业已全部关停，并进行依法拆除，对靠近水源地的厂房和

垃圾场进行植被恢复。 

 

张家界市慈利县加快整改进度营造全民环保氛围 

11 月 6 日，慈利县召开配合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

工作调度会,研究关于涉大鲵自然保护区水电项目整改以及

配合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各项工作汇报。慈利县表示，

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四个意识”，牢固树立生态

文明新理念，拿出整改规划，落实整改措施，加快整改进度，

严防次生危害的发生，严禁出现环保“一刀切”行为；通力

协作，积极推进整改方案的实施；做好环保宣传工作，营造

出全民环保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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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古丈县扎实推进酉水河整治 

湘西自治州古丈县按照“转移一批、拆除一批、整合一

批、转产一批、处理一批”，全面开展酉水河古丈段天然水

域集中整治工作。目前，该县拆除酉水画廊景点养殖网箱 42

口；拆除外湖酉水画廊河西新增拦网 1处，面积 200 余亩；

拆除内湖拦网 11处，面积 77 亩；拆除新增抬网 7处。该县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发布了《关于依法打击天然水域违规养殖

和非法捕捞行为的通告》和《关于临时划定全县天然水域养

殖水面管控线的通告》，全面开展日常巡查监管，每周巡查 1

次，确保拦网、抬网、网箱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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