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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借助大数据技术
强力督导交办案件办理

中央督察组
第13批交办
举报件172件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亮报
道：9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广东交办第 13批涉
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案件 172
件（来电 69 件，来信 103 件），其
中列为重点关注案件 17 件（中
山 4 件，清远 3 件，佛山、梅州各
2 件，广州、韶关、河源、汕尾、江
门、肇庆、揭阳各 1 件；其中 1 件
同时转佛山、清远）。

经分析，按污染类型分（部
分交办件涉及多种类型），从高
到 低 分 别 是 大 气 70 件（占
40.7%），水 51 件（占 29.7%），固
废 40 件（占 23.3%），噪声 36 件
（占 20.9%），农业农村 21 件（占
12.2%），生 态 破 坏 21 件（ 占
12.2%），其他 17件（占 9.9%），土
壤 7件（占 4.1%），核与辐射 2件
（占 1.2%）；按地域和单位分，涉
及 20 个地级以上市；按数量排
序分（部分交办件需转多个地市
或省直部门），由高至低分别是
广州 29 件，梅州 22 件，佛山 19
件，中山 16件，清远 12件，揭阳
11件，深圳、河源、茂名各 8件，
东莞 7件，阳江、云浮各 5件，江
门、肇庆各 4 件，韶关、惠州、湛
江各 3件，汕头、汕尾、潮州各 2
件。

截至 9 月 9 日，中央督察组
交办举报案件 13 批共 1642 件
（来电 805 件，来信 837 件），其中
列为重点关注案件共131件；交
办督办案件1件。

目前，全省已对中央督察组
交办的第1批至第6批共511件
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
已办结 230 件、阶段性办结 122
件、未办结159件，责令整改366
家，立案处罚 97 家，立案侦查 7
宗，行政拘留 4人，刑事拘留 23
人，约谈58人。

中央督察组交办的第 6 批
91件信访案件中，已办结34件、
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30件，
责令整改68家，立案处罚23家。

香港青年热议“前海方案”：

努力进一步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江门

阳江

省生态环境厅
集中攻坚化解一批

重点难点案件

9月8日，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广州市协调联络组召
开工作会议。广州市委书记
张硕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温国辉主持会
议。张硕辅强调，要高标准做
好下沉督察现场配合和交办
案件边督边改工作，全力破解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一要做
到快速响应，健全交办转办机
制。二要认真办理案件，坚持

“一事一办、一案一策”，切实
做到早发现、早整改。三要提
升整改成效，集中攻坚化解一
批重点难点案件。四要做好
服务保障，做好中央督察组下
沉广州期间各项服务保障。
五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一
案双查”，确保整改取得扎实
成效。

温国辉强调，要直面问题
真改实改，全面查找问题隐
患，要妥善办理重点案件和重
复投诉案件，做到解决事情、
解开心结。

“环保管家”出动，
环境服务获群众点赞

近日，有群众反映南海区
的某建筑装饰材料公司存在
废气偷排、废水超标、环评与
现场不符等多种问题。对此，

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
进行调查处理，通过多种形式
当好政府和企业“环保管家”，
获得企业和群众“点赞”。

据了解，南海区生态环境
部门启动现场执法，并利用移
动执法系统调动企业生命周
期数据，结合大数据科技手
段，严格核查该公司是否存在
严重违法行为。同时，还启动
执法监测联动机制，利用监测
手段有效获得企业经营生产
状态是否正常。

经检查，该企业环境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调漆房亦配套
了废气治理设施，也按规定设
置了危险废物储存场所，但由
于企业负责人对环保法律法
规认识不足，导致新增喷枪等
产污设备未办理环评审批擅
自扩建，对污染治理设施管理
不到位，导致曾出现超标情
况。执法人员现场带领企业
逐一标示问题所在，并清晰明
确向企业普及法律法规，要求
企业立行立改，减少对周边群
众影响。

由于该整改企业属于小
微企业，环境管理水平有限。
对此，环境部门加强对企业引
导帮扶，建议其可通过聘请环
保服务机构落实整改，企业按
要求整改后将不处罚，促进其
自觉规范经营，改善环境管理
水平。

坚决有力抓好问题整改

汕尾市市长逯峰先后来

到陆河县新田镇生宝种养有
限公司等地，了解督察组交
办 有 关 信 访 问 题 整 改 等 情
况，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
法依规，全力做好督察组交
办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坚持
问题导向，举一反三，标本兼
治，全面从严从实排查各类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坚决有
力抓好问题整改。持续完善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规范化管理体系，建立完整
清晰的工作台账，做好全流
程 闭 环 管 理 ，加 大 监 管 力
度。全力以赴加快推进生活
垃圾无害化填埋场封场项目
建设进度，确保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建设任务。

确保督察整改落地见效

东莞市委书记肖亚非率
督导组深入厚街、虎门、长安
等镇，督导督察组反馈相关企
业废气处理与河涌水质等问
题的整改落实工作。督导组
指出，针对发现的问题，要认
真分析原因，精准施策，科学
治理，进一步强化污染治理系
统性，提升群众的生活环境质
量。肖亚非强调，要以第二轮
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在“三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基础上，
进一步聚焦全市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不断提升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能
力和水平，确保环保督察整改

真正落地见效。

严厉打击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

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率
队赴蓬江区督导检查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先后
来到蓬江区旗杆石垃圾填埋
场和相关公司了解垃圾填埋
有关问题整改情况以及企业
铝灰渣的利用处置、监管整
治情况。陈岸明强调，切实
做好接受和配合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各项工作，大
力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
从严从细做好医疗机构医疗
废物处置，有力有序补齐危
险废物处置短板，坚决打赢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市长
吴晓晖赴高新区（江海区）及
鹤山市督导督察组交办案件
办理情况，强调加强排查整
治，突出标本兼治，认真倾听
群众呼声和诉求，严厉打击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坚决抓好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落实

阳江市委书记林道平调
研督导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察看金山植物公园池
塘水质状况并听取公园片区
截污工程情况汇报，实地考察
新阳河黑臭水体整治，察看城
南两江四岸碧道建设等。强

调要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
改，坚决抓好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落实。紧盯污染防治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集中力量攻
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标本兼治，由点
到面推进整改。加强系统监
管和全过程监管，对破坏生态
环境的行为决不手软，对生态
环 境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严 惩 重
罚。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强化环保监管执法

肇庆市市长许晓雄率队
到端州区和鼎湖区督导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情
况，并先后查看了端州区泰湖
新城西门河涌、景蓝干渠污水
处理点、肇水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第二污水处理厂、羚山涌出
水口及鼎湖区莲花镇有关案
件交办点。强调边督边改、立
行立改，对环保督察发现的各
类问题要按照“问题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
任时效化”要求，把普遍性、系
统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解决好。强化环保监
管执法，广泛发动党员干部、
志愿者、群众等积极参与，形
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以
环保督察为契机，加大“小散
乱污”企业整治力度，以全面
绿色转型力促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中央督察组交办案
件办理和边督边改情况请
扫描二维码)

澳门青年热议“横琴方案”：

澳门创业青年
有了更广阔空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方案》，持续引发港澳青
年的关注。9日，多位香港
青年对羊城晚报记者表
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为港澳青年创业、
就业拓展了更大空间，他
们切身感受到国家对香港
发展的支持。

“前海方案”发布后，前海合作
区的物理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合
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
至 120.56 平方公里。前海“扩区”，
受到众多港澳青年创业者的“点
赞”。

在前海，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
创业中心、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平
台为来内地发展的港澳青年提供了
大力度的支持，不少优秀项目从这里

起步发展。最早入驻前海梦工场的
香港青年创业者之一陈升说，前海扩
容，将更多区域纳入，使得前海功能
更加完善，产业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必定给港澳青年和企业带来更大机
遇。

“前海方案”提出要创新合作区
治理模式，“研究在前海合作区工
作、居留的港澳和外籍人士参与前海
区域治理途径，探索允许符合条件的

港澳和外籍人士担任前海合作区内
法定机构职务”。陈升说，这种治理
模式的创新，体现了合作区建设的开
放包容。

“作为在前海发展的港人港企，
我们切身感受到国家对香港的支
持。我们也将努力进一步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并带动和协助身边的香港
青年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两个
合作区建设的机遇。”陈升表示。

切身感受到国家对香港的支持

前沿科技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

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对“前海方案”提到的“加快科
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香港出
生的青年创客高诺十分关注。他认
为，这意味着将有更多优质人才、资
本和产业项目聚集于前海，同时也
会促使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将进入
发展快车道。

2017 年，高诺和三个“小伙伴”
来到深港青年梦工场，创立了“工业
四库”，目前主要研发和设计专业级
移动机器人系统和方案，助力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智能驾驶和主被
动安全领域“弯道超车”。前海不仅

给前来创业的香港青年提供了无与
伦比的办公和生活条件，更重要的
是提供了优质的科创环境和交流拓
展市场的机遇。

“前海方案”出台后，高诺和团队
里的其他人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学
习。他最关心的是行业发展，方案中
提及的“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促进‘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服务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
展”“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
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
等方面让高诺倍感振奋。

高诺说：“以前在香港创业，要找
工厂生产一些智能制造配件，花费的
沟通成本、时间成本特别长，工期也
特别长。如今在前海创业，我们在附
近的东莞、珠海等城市就能找到价格
便宜、工期快的生产厂家。”

高诺告诉记者，他们团队目前主
要从事移动机器人领域中的“智能
仓”业务，而前海有着智能制造产业
发展的先天优势。“前海方案”出台
后，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相信在政策的推动下，前海的前沿
科技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新华社发

“横琴方案”提出，支持粤澳合
作建设高品质进口消费品交易中
心，构建高品质消费品交易产业生
态。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和数字
贸易国际枢纽港，推动传统贸易数
字化转型。

“作为最早一批来横琴创业的
澳门青年，我心中充满无限激动和
期待，一如当年来横琴创业时。”珠
海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总裁周运贤说。

周运贤来横琴创业之前，在澳
门从事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
业务。2015 年，周运贤和他的团队
怀揣梦想，带着项目进驻横琴澳门

青年创业谷。在最初创业的日子
里，周运贤和团队成员们相互勉励：

“公司虽然场地小、资金少、起步难，
但我们理应有更大志向。”

“我们公司诞生在澳门、成长于
横琴。来横琴，我找对了地方。一
个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义无反顾
投身其中，才能收获真正的价值。

‘跨境说’在横琴这些年的发展和成
长，就是最好的例证。如今，横琴作
为粤澳深度合作区，肩负着更加重
要的使命，企业也应有更大的担
当。”周运贤说，未来将抓住新机遇，
力争打造出一个能为民族争光的品
牌，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希望在更多领域作出贡献

抓住新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连日来，《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引起澳门各
界热烈反响。9日，澳门青
年创业者在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横琴方
案”给澳门青年创业发展
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平台，他们将共同努力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普强公司创始人兼 CEO 何国
涛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认为，

“横琴方案”用很长的篇幅阐述“发
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
业”，并具体提到“发展科技研发和
高端制造产业”与“发展现代金融产
业”，这将为像普强这样的澳门青年
创办的企业，提供更广的发展空间

和更高的发展平台。
“我们是一家以语音识别、语音

数据分析、语音合成等AI技术为核
心的人工智能企业，‘横琴方案’有
关科技研发与现代金融发展的布
局，正是我们熟悉的‘赛道’。未来，
我们将抓住新机遇，进一步推动人
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场景的

进一步应用，争取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人工智能企业中的领头羊。”

“横琴方案”还提出，布局建设
一批发展急需的科技基础设施，组
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
程，高标准建设澳门大学、澳门科技
大学等院校的产学研示范基地，构
建技术创新与转化中心，推动合作
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的重要支点。

何国涛表示，希望自己的公司
未来能与澳门大学进一步加深产学
研合作深度。

何国涛深有感触地说：“普强与
横琴有着血脉联系，普强的发展起
离不开横琴的支持，‘横琴方案’公
布，让我对澳门和横琴的未来充满
信心，也对普强的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希望在下一个10年，我们的企
业能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新华社发

羊城晚报记者 钱瑜 吴国颂
郑达 杨楚滢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前往汕头督导调研信
访案件

9月 8日，省生态环境厅等
部门派员前往汕头督导调研

“潮阳区金灶镇金玉中学周边
大气、噪音污染问题”信访案
件。有关部门取缔金玉中学隔
墙东侧的石板厂，明确 9 月 12
日前全面拆除该厂生产设施设
备，清理转运厂内石板材料，拆
除批准用地范围外临时设施。
学校周边一个混凝土搅拌站涉
嫌未办理环评手续且用地手续
不完善，已明确12日前全面清
理拆除生产设施设备及厂房。
距离学校约100米处的建新水
泥厂存在用地手续不完善的问
题，已责令该厂停止经营生产。

赴珠海督导信访举
报办理情况

9月 7日，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赴珠海市督导交办信访举
报办理情况，调研信访件办理
情况、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置
情况。针对围填海、污水收集
处理、医疗废物处置、垃圾渗滤
液处理等问题，深入分析查找
存在的问题不足，制订切实可
行的整改对策措施。针对转办
的重点信访举报件，要进一步
核实核准，敢于动真碰硬，尽快
解决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