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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扬尘污染整治成效如何？
查处污染城市道路车辆 78 台次，教育车主及责令整改车身带泥车辆 299 台次

隆回启用电话追呼系统

“呼死你”
发威
“牛皮癣”
减少
袁进田 阳小龙 阳艳萍

整治现场。
整治现场
。

变差，我市多发雾霾天气。为此，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城管部门开展相应工
本报讯 1 月 6 日 20 时 30 分许，市区 作，以改善城区空气质量。针对各类货车
邵阳大道与建设南路交叉口附近，由城 带泥带尘进城污染城区道路现象，各类运
管、交警、路政等部门组成的执法队伍联 输车辆分属不同部门监管情况，自上月 26
合执法时，发现一辆运输车未按国家有关 日起，由市城管部门牵头，与公安、交警、
规定对装载的砂石进行密闭处理。执法 交通、住建等部门联合组建“三车”整治执
人员依法将其拦停，进行了有关知识的宣 法队伍。各部门抽调执法骨干，安排专车
传教育，并欲依法进行处理。然而，驾驶 启动“三车”运输扬尘污染整治工作，时间
员非但不配合处理，还强行驾车驶离现 将持续两个月。本次整治工作按照“动静
场，后被现场执法人员追停。驾驶员被带 结合、点面联合、标本兼治、教罚并举、舆
到公安部门接受处理，运输车辆被暂时扣 论引导、工作追责”等要求，采取统一指挥
押。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据 调度、统一工作标准、统一工作时间、统一
悉，这是我市城管部门牵头开展“三车” 规范着装、统一执法处罚、统一车辆配备
（渣土运输车、流散体运输车、混凝土搅拌 等措施，确保职责明确、严格规范执法、上
车）集中整治行动持续发力的一个缩影。 下有序联动，整治工作取得良好的成效。
近段时间，由于大气污染物扩散能力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市城管局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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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塔、双清区政府等有关负责人均靠前
指挥，深入一线督察整治工作。截至 1 月
7 日，他们共查处污染城市道路车辆 78 台
次，教育车主及责令整改车身带泥车辆
299 台次。
目前，市城区混凝土搅拌车轮胎带泥
上路现象几近消失，渣土管理工作日益规
范，污染车辆上路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为
进一步加强城区
“三车”
运输扬尘污染整治
工作，根据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统一部
署，城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三车”运输长
效管理机制建设，紧抓工地、源头地、运输
企业、
车辆和驾驶人源头管理，
推动
“三车”
规范运输；
强化工地和路面秩序整治，
全面
实施
“四统一、
两规范”
，
破解
“三车”
运输扬
尘污染难题，
提升
“三车”
运输管理水平，
有
效防治
“三车”
运输污染大气问题。

向 云 成 的“ 环 保 梦 ”
为促进畜禽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强畜禽粪污的综合利用与病死畜禽无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1 月 害化处理，该合作社理事长向云成带领辰
6 日，隆回县年处理 30 万吨畜禽粪污环境 河养猪专业合作社致力于畜禽养殖业的
治理项目在荷香桥镇完工，有机肥厂正式 环保和无害化处理，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
运行。该项目将为该县的生猪养殖提供 的“环保梦”。
更加完善的粪污面源达标排放有利环境，
2013 年以来，向云成几乎走遍所有与
并为种植户提供有机肥料。
处理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的地区、公司与环
2012 年 9 月，荷香桥镇养猪大户向云 保科技单位及高等院校。组织合作社理
成，
组织全县48户养猪大户成立了湖南辰河 事会成员到河南郑州、义乌、青岛、三门峡
养猪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集生态养殖、
饲料 市及台湾等地实地考察无害化处理、粪污
加工、
病疫防控、
诚信销售于一体，
资源共享， 处理转化为生物有机肥生产工艺流程。
互帮互助，
抱团抵挡市场风险，
实行
“统一饲
2016 年 7 月，向云成组织县直属相关
料供应、
统一品种改良、
统一疾病防疫、
统一 单位，粪污治理项目所在地镇、村有关人
生猪销售、
统一技术服务、
统一环境治理”
的 员，到岳阳县考察环境污染处理及生态养
“六统一”
服务。5 年来，
合作社发展社员猪 殖变废为宝的农业循环经济现化农业科
场 41 个，
入社社员 239 户，
年出栏生猪达 70 技园，参观了从养殖、粪污处理到达标排
多万头，
占全县生猪出栏总数的60%。
放、变废为宝的整个生产链条。2016 年
刘剑

肖大松

10 月 27 日，投资 3000 万元，年处理 30 万
吨畜禽粪污环境治理项目在荷香桥镇开
工建设。为进一步开拓视野， 2016 年
12 月，向云成在省农委的组织下，随团赴
德国、荷兰等国考察。2017 年 4 月，向云
成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调研畜禽养殖粪污
处理转化为生物有机肥项目，学习畜禽养
殖集约化，规模化经验。6 月，向云成组织
合作社部分社员，参加全国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培训班暨新技术、新设备、
新成果展示推介会，期间还参加了湖南省
猪业博览会暨高峰养猪论坛、第二届猪场
污水处理与废弃资源利用技术论坛。
谈及自己的“环保梦”，向云成说：
“解
决畜禽养殖粪污处理是第一生产力，更是
社会责任与义务，我们不能为了创造经济
效益而破坏环境。这个梦想我会坚持下
去，
当成毕生的事业。
”

本报讯 1 月 8 日，隆回县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透露，
该局从 1 月 1 日起投
入使用城市“牛皮癣”电话追呼系统以
来，
城市“牛皮癣”
现象大幅度减少。
这是一套通讯干扰系统，只要工作
人员将城市“牛皮癣”
上的电话号码输入
追呼软件，
电脑便自动反复拨打该电话，
并发出要求其迅速清理、接受处理的语
音提示，
直至制“癣”
者将“癣”
清除干净，
并接受处罚后，
方可恢复其电话功能。
目前，隆回县的城市“牛皮癣”电话
追呼系统共有数字语音中继线路 2 条，
共有 120 个主叫号码，可以同时追呼 60
个电话号码，且 24 小时运行。该系统运
行后，
将对县城区范围内的主次干道、广
场公园、背街小巷、居民院落内所有建筑
物与构筑物，市政公用设施立面及城市
道路路面上张贴、悬挂、涂写、刻画的违
法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进行追呼干扰。
隆回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呼吁
广告发布者，务必在县城区各广告张贴
栏内张贴发布小广告，同时欢迎广大市
民向该局投诉举报乱贴、乱涂等行为。

泰康医养社区
落户厦门
1 月 4 日，泰康在福建省厦门市成功
摘得环东海域新城地块，将建设成为厦
门市首个大规模、全功能、国际标准的高
品质医养社区——泰康之家·鹭园。
作为“中国最适宜养老城市”之首，
厦门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三亚、苏
州、成都、武汉、杭州、南昌之后，泰康医
养社区全国布局的第十座城市，实现全
国十城联动，为泰康大健康产业生态体
系战略蓝图再添浓重的一笔。
泰康之家·鹭园的建设将充分结合
闽南建筑特色和厦门优美的自然生态环
境，精心打造富有闽南文化特色的精品
医养社区。社区以医养结合、持续照护
为核心，搭建起“三级医院临床诊疗+社
区配建康复医院+持续关爱养老社区”
全生命周期医养健康服务体系，全部建
成后可提供约千张养老床位。
鹭园项目位于厦门市同安区，环东
海域新城的核心位置。环东海域新城是
厦门市岛外城市中心，主要定位为中国
梦厦门市样板新城展示区，酒店、商业、
教育、医疗、娱乐等综合配套逐步成熟。
地块周边医疗配套优越，紧邻规划总床
位数达 1500 床的三甲综合医院和国家
重点大学研究型附属医院——中山医院
分院（在建）；交通网络发达，距地铁 6 号
线同安新城站仅 400 米，驱车 20 分钟可
直达城市核心区；
休闲娱乐设施齐全，
生
活气息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