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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接1版）
中方县这一任免， 缘于该县实施的领

导干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责任审计制
度。 该县将生态经济发展、农村污染防治等
23项环保指标， 纳入乡镇和县直相关部门
主要领导任中、离任等经济责任审计中，审
计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硬性指标。

美丽，要靠制度呵护。 怀化市市长李晖
说，完成战略部署，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
展、 低碳发展， 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

怀化改革政绩考核体系， 在淡化GDP考
核的同时，加强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方面的考
核。在以山区为主的溆浦县，乡镇不考核招商
引资等经济指标，而重点考核生态产业、生产
环境。 对此，当地乡镇干部说，有了新的考核
体系，“抓生态就是抓发展”就变成了大家的实
际行动。

怀化还推行“绿色信贷”，金融部门为企
业贷款要过一遍环保“筛子”。 仅今年，全市
就有30余家企业上亿元信贷申请因不符合
绿色要求被否决。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抓手的 “碧水、
青山、蓝天”工程，大踏步向前推进。 李晖形
象地说，重点是做好“加减法”。

怀化城区总投资过亿元的市污水处理
厂，以及医疗废物处理场、第二垃圾无害化
处理场等3大环保标志性工程建成投入使
用。

同时，通过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
边”绿化、大造公益原料林等举措，大力扩绿
护绿。 “十一五”期间，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
了2.53个百分点； 全市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达到8.73平方米，比“十五”末增加了3.5平
方米。

去年初， 怀化市政府作出决定 ，“十二
五”期间，全市商品林采伐量在省政府批准
限额基础上，对主伐类型部分调减20%。

“主动调减比例，主要是促进森林资源
快速增长。 ”怀化市林业局局长黄登说，调减
比例后， 全市去年全年采伐量不到200万立

方米。
节能减排是怀化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主

战场。 治污方式由原来控制排污总量向关停
搬迁彻底消除污染源转变。 “十一五”以来，
该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关停污染严重的
“五小” 企业720家，45家重点污染企业全部
治理到位。

该加的加得耀眼，该减的减得彻底。 一加
一减中，怀化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

站在怀化城区太平溪上的红星桥上，只
见溪水波光粼粼，两岸树木葱郁。 很难想象，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
“龙须沟”。 近年来，怀化投入20余亿元，对城
区太平溪和氵舞水河进行综合治理。 “十二五”
期间， 将投资378亿元对怀化境内所有河流
进行治理，让大小溪流都清澈见底。

“抓生态建设不是约束发展，而是要堵
住粗放发展的路。 ”李亿龙说，怀化把发展绿
色产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不能守
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

为此，怀化主动转变发展方式，依托工
业园区， 引导资源型企业进行规模开发、深
度开发和集约开发。 近年来，20多家成长性
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落户怀化， 项目达产
后， 销售额将超过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总和。

全省重要的能源、食品、森工、材料、生物等5
大绿色产业基地，在怀化初露端倪。

按照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的要求，怀
化新型工业、生态农业、现代商贸业、旅游业等
绿色产业正在蓬勃兴起， 呈现绿色繁荣的景
象。

生态与发展协调推进， 怀化的山更绿、
水更清、天更蓝。 据统计，目前，该市森林覆
盖率已由2008年65.31%上升至68.73%，饮用
水源地水质合格率达到100%， 所有城区空
气质量优良率均达98%以上。

环保主战场向农村延伸

走进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坪坦村，一
条整洁的村道穿村而过，村民居住的吊脚楼
掩在果树林中。 视线所及，看不到一片白色
垃圾。 空气中，除了泥土的芬芳，闻不到农村
常有的牲畜粪便的气味。

县委书记杨先容介绍， 从2010年开始，
县里投入上亿元，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对全
县村寨进行了“三清五改”（清污染、清垃圾、
清路碍，改水、改灶、改厕、改路、改圈），采取
户集、村收、保洁员清运、焚烧与填埋等方式
处理农村生活垃圾。 去年，该县被评为全省
城乡环境卫生“十佳”县。

既要打造绿色城镇， 也要建设美丽乡村。
怀化的同志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解决
城乡环境一体化问题， 实行城乡环境同治，促
进环保主战场向农村延伸，环保体系向农村覆
盖。

针对农村污染顽疾，怀化市委、市政府
推广了通道的经验，在全市开展以治“五乱”
（垃圾乱倒、柴草乱放、粪土乱堆、污水乱泼、
禽畜乱跑）为主的农村清洁工程，逐步实现
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中转、县处理。

在会同县团河镇卫东村，记者看到村里
家家户户都有3个垃圾箱。 村民梁厚辉告诉
记者，现在垃圾分类处理，一类是可以回收
再利用的，由村里回收处理；一类是可以生
产沼气的，往沼气池里倒；还有一类是不可
降解的，往村里公共垃圾场倒。 这样，实现了
废物利用，整洁了村容，保护了生态。

据了解， 自开展农村清洁工程以来，怀
化已有15个乡镇跻身全国环境优美乡镇、87
个乡镇成为省级环境优美乡镇。

今年，怀化提出“五城同创”，即用3至5
年时间，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
城、全国绿化模范城、省级园林城市、省级交
通管理模范城。

一股新的绿色力量，正推动“美丽怀化”
建设大步向前。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刘玉晖）在周边15公里范围内收集养鸡散户
的鸡粪，进行沼气发电，将沼液、沼渣制作有
机肥，废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一期建成投产
后，可年处理10万吨禽畜粪便，实现税收300
万元。 这是我省首个鸡粪沼气发电项目———
10兆瓦鸡粪大型沼气发电项目展现的发展
前景。

未来几年， 我省将在长株潭大力推广
农村沼气技术， 将新建300个大型沼气工程
和5至8个超大型沼气工程 ， 到 “十二五 ”

末， 力争实现全省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 “十一五 ” 末降低
30%； 每年减排二氧化碳555万吨， 农村可
再生能源资源利用率力争比 “十一五 ” 末
提高50%。

我省是养殖大省，绝大多数集中在湘江
流域，大量未经处理排入水体的养殖废弃物,
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
康。 专家测算，养殖废弃物排放造成的污染
约占我省整个污染的三分之一。 沼气技术是
治理以畜禽粪便为主的农村污染最直接、最

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目前，我省已建成户用
沼气池227万口， 小型沼气工程12154处，大
中型沼气工程2871处，各类沼气工程年产沼
气约9亿立方米， 折标准煤64万吨， 年减少
CO2排放量170万吨，为农民增收节支20亿元
以上。

按照规划，我省将在长株潭地区大力推
广农村沼气技术，在新建大型沼气工程和超
大型沼气工程的同时， 对100个大型沼气工
程进行提质改造，提高沼气产气率；并在适
宜地区发展联户小区沼气工程和户用沼气。

主要实施内容为：集中连片供气，即建设供
气站， 通过管道将沼气输送到周边农户家
中， 让农户用上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管道燃
气；沼气发电，为养殖场提供生活生产用能，
原则上自发自供， 多余部分电量可以上网；
沼渣沼液通过管道或者其他运输方式 ，还
地、还林、还塘；沼渣沼液制作有机肥，对周
边没有足够消纳场所的养殖场，可建设肥料
加工厂，将沼渣制作成有机肥，同时对沼液
进行污水处理或种植水生经济作物，确保污
染零排放。

以结构调整为抓手
以绿色发展为突破

有色金属行业
积极打造两型产业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屈
啸）记者今天从省有色金属管理局获悉，今年来，
我省有色金属行业围绕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
“两型”发展要求，以结构调整为抓手，以绿色发
展为突破， 积极探索出了一条有色产业低碳、绿
色、安全发展的新路子。今年1至10月，全省有色
金属工业实现总产值2057.19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2152.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31%和8.91%。

近年来，省有色金属管理局紧紧抓住 “调结
构，转方式”这条主线，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促进产业提质升级。我省铜铝等大金属产量
占10种有色金属总产量的比例上升至13.76%，精
深加工产品比重较2005年增长了76.8%。同时，产
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有色企业“散、小、弱、乱”的
状况得以有效改善， 规模企业由2006年的653家
增加到907家。以湖南有色控股集团、晟通科技集
团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发展迅速，实现了规模
化、集团化经营。

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宋建民介绍， 在调整
产品结构的同时，全行业大力推进技术升级。每年
全行业的技改投入资金不少于100亿元， 新装备、
新技术、新工艺采用率达到40％以上，采选冶及深
加工的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包括“复杂铜铅锌
高效选矿分离技术” 在内的一批科研成果在全国
率先获得突破， 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回采率和回收
率。 全行业技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深入推
进，综合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断下降，有色
产业走上绿色化、高端化、可持续化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有色金属循环再生经济成为我省
有色金属行业一个新的发展亮点。永兴县国家循
环经济示范园、汨罗循环经济工业园、郴州有色
金属产业园等循环经济工业园区蓬勃发展，初步
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的有色循环再生产业
圈，沿107国道的再生资源经济走廊，以及永兴和
汨罗南北两大再生资源工业基地的循环经济产
业发展格局。

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
在衡阳举行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陈健
平）今天，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第六届三次
全委会暨2012年全国医学教育学术会议在衡阳
市举行。 来自全国200多所高等医学（医药）院校、
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汇聚南华大学，就医学教育
改革进行了研讨，并表彰了2012年度医学教育终
身成就奖等奖项获得者。

这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主办，
南华大学承办。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医学教育改革
这一主题， 对高等医学教育、 临床教学与实验教
学、中等医学教育、毕业后教育与继续教育、医学
教育评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研讨。

长株潭再建300个大型农村沼气工程
●“十二五”末，全省农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力争比“十一五”末降低30% ●每年减排二氧化碳555万吨

■加快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怀化山清水秀。 向春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