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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成立。
1998 年， 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的主题是 “保护湘

江”。
2002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的调查重点确定“城市

污染”。
2003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 主题是 “保护蓝天、碧

水、绿地，创造美好居住环境”。
开展长株潭环保行、湘江源头和湘西北生态行三个

阶段的环境与资源保护宣传报道和整改督查活动。 对于
继续推动工业企业污染达标排放，重点污染区域和污染
源治理， 督促水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问题进一步解决，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4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
地”。

以水环境和基本农田保护为突破口， 通过上下联
动，宣传先进典型，推广先进经验，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意识，推动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重点是继续督促加大对全省各大流域内重点工业
污染源的治理力度，督促各级政府对辖区内水环境质量
负责，推进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保证交接断面
水质达标；结合《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督促各级各部
门各单位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加大对土地资源与环境，
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力度；继续对全省生态环境调查中
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督查。

2005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 主题是 “保护生命之
水”。

重点对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情况进行集中采访。 将
对全省水污染防治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治理整顿等情
况进行采访，重点是湘江流域重点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情
况， 流域内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转情况，湘
江干流水质监测交接断面水质达标情况。

2006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 主题是 “建设生态湖
南”。

水环境保护是多年来活动关注重点，也是我省环境
保护的重中之重。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尽管关注水
环境保护多年，但我省水环境状况仍然比较严峻，水污
染防治仍需要高度重视和关注。

当年“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工作重点仍将关注水
问题，一方面围绕湘、资、沅、澧四大流域和洞庭湖水环
境保护等问题开展采访、宣传和调研，同时对过去全省
生态环境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督察。

2007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关注一江一湖
生态环境保护”。

重点是加强全省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的立法和
监督工作，推进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进
程，重点推进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集约用地几个方面
的工作。 分赴益阳、岳阳、常德三市，督察列入洞庭湖地
区造纸行业第一、二阶段停止生产的 154 家造纸生产企
业的治污落实情况。

2008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促进节能减排，
保护碧水蓝天”。

湖南省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十大优势产业有六大
产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规模工业企业有 60%左右
为高耗能企业。

当年，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三湘环
保世纪行关注重点。 记者采访团将集中采访长株潭三市
企业的节能减排情况。 同时，省政府今年将启动湘江流
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三湘环保世纪行组委会将配合整治
行动开展调研、跟踪采访等活动，督促湘江流域各级政
府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

2009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推进湘江流域
水污染综合整治，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以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为重点， 采取专题调
研、跟踪检查和集体采访等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环

保宣传活动，对促进全省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
落实，推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行环保职责，提高
全社会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切实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推动了一批环
境资源问题的解决。

2010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推进减排 保护
湘江”。

主要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立法、
监督工作重点，围绕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执行情况，“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发展循环
经济、低碳经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3 年行动计划完成
情况，加强舆论监督，努力提高全省的资源节约意识，增
强全社会保护环境的法制观念。

2011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

全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情况，包括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示范区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相
关机制的创新情况以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等。

采访团将先后到湘西自治州、常德和株洲等地进行
实地采访。

2012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是“保护母亲河、治

理湘江水”。
当年主要内容： 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湘

江主要支流源头保护情况等。 两年来，环保世纪行活动
围绕推进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促进全省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建设、督促农村环境整治等重点，组织开
展了有关采访活动。 省环保厅等成员单位结合实际，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各地组委会加强了组织领导，制
定具体方案，明确活动主题，落实安排经费。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对搞好三湘环保世纪行提出三
点要求： 一是要提高对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的认识，要
充分发挥这一活动在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面的重
要作用，切实做到常抓不懈；二是要充分认识到环境保
护工作事关国家安全、民族未来和子孙幸福，三湘环保
世纪行活动要充当环境保护的急先锋，以提高全省人民
的环境意识， 让 “宁愿 GDP 增速慢一点， 不要肮脏的
GDP”成为全省干部和人民的共识；三是要紧紧围绕三
湘环保世纪行所确定的主题积极开展工作， 突出重点，
抓出实效。

2013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为“防治雾霾污染、呼
吸新鲜空气”。

将围绕雾霾污染治理、洞庭湖环境保护、城乡环境
同治等问题开展系列活动，并结合全省环境与资源保护
工作重点，总结宣传先进典型，曝光和批评污染行为，营
造人人关心、参与环保的氛围。

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姜玉泉指出，三湘环保世
纪行活动要关注民生，注重实效。 一手抓正面宣传，一手
抓问题揭露， 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环保问题，
要紧盯不放，追踪到底，直到问题妥善解决。 同时要充分
利用微博等新兴媒体，搭建好与网友互动的平台。

（卢艳萍 整理）

株洲清水塘井下 40 米的水不能喝； 湘潭双马
垃圾处理场 10 万吨垃圾渗漏液直排湘江； 湘潭竹
埠港地区污染日益严重；“锰三角”污染侵蚀当地居
民生存之地；洞庭湖水质不断恶化，造纸业污染问
题最为突出；水上餐厅让湘江“哭泣”；淘金船圆了
发财梦，却毁了他们的家园……

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是 GDP 快速增长的“捷
径”，但它也是破坏环境的“罪魁”。 如何在 GDP 快
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我省“三
湘环保世纪行”十年来一直努力和探索的方向。

清水塘治污
井下 40 米的水不能饮用，20 多年来村里征兵

竟从没有合格者……
这是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群众深受污染的一

个真实写照。 2004 年，省发改委进行专题研究后，
将株化集团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等项目打捆，总
投资达 41741 万元。 该项目上报后，国家发改委即
委托政府投资项目评估中心专家亲临现场进行评
估，最后国家同意实施该项目，并补助 1 亿多元的
国债资金。

“昔日污水横流，今日清水入江。 ”2011 年 12
月 1 日， 株洲清水塘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工程开
工。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清废渣、净污水，蓝天碧水
渐入画，清水塘工业区正朝着“清水”本意回归。

垃圾场不再流黑水
2004 年 10 月， 在湘潭市双马垃圾处理场，一

个投资 170 万元的污水处理厂建成并进入调试阶
段。

以前，这个尚未竣工验收的垃圾填埋场在没有
建好污水处理配套设施的情况下， 边建设边使用，
导致 10 万吨垃圾渗漏液直排湘江，江水浑浊，臭气
熏天。

我们在双马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看到，一
股股巨大的黑色水流正从一个水池输入另一个水
池，最终通过气浮塔进行固液分离。 技术人员介绍
说，垃圾渗漏液从垃圾填埋场经过调解池、吸水池、
变隙生化反应池、气浮塔，就可以实现达标排放，不
再污染湘江了。

重拳整治竹埠港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 竹埠港地区一直是湘潭

市主要的化工基地。 1994 年后， 该区域企业有 30
余家，其中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占多数，环境监管难
度大，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

2004 年， 湘潭市设立了竹埠港地区环境污染
整治领导小组，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强制取缔健雄
江边炼铅厂，强制停产和关闭了大欣化工有限公司
等 3 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广东亚美等 6 家企业自动

关停。
2012 年 6 月，湘潭市竹埠港地区“退二进三”

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年底之前，26 家污染企业将逐
步关停，退出历史舞台。

“锰三角”坚决整治锰污染
上世纪 70 年代后，在“国有民采，有水快流”大

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花垣矿业， 长期进行掠夺式开
采，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

到 2006 年 5 月底，湘西自治州 44 家电解锰企
业共完成污染治理投资 15598 万元，已通过监测验
收 40 家，治理验收合格率达 90％以上。 通过治理，
花垣河、兄弟河流域与峒河、万溶江流域水质已得
到明显改善。

直击湖南 154 家造纸企业停产
近年来，洞庭湖水质不断恶化，主要原因是周

边工业企业排污量大大增加，其中造纸业污染问题
最为突出。

2006 年 12 月，我省全面安排和部署了洞庭湖
区造纸企业污染的整治工作，并下发《洞庭湖区造
纸企业污染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 整治分四
个阶段进行，其中：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为第一阶
段， 省政府随文下达 8 家停止生产企业的名单，由
企业所在地政府责令停止生产。 2007 年 3 月 31 日
前为第二阶段，停止生产的造纸企业共 146 家。

非法水上餐厅被清 70 家
河鱼馆告别湘江

2011 年 12 月，长沙黑石铺大桥桥头，包括“小
谢河鱼馆” 在内退出长沙的水上餐厅一共达到 70
家。

聚集在长沙岳麓区黑石铺大桥二水厂上游
100 米处的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附近，共有水
上餐饮经营户 67 家，95%的水上餐饮船无任何行
政许可。开福区境内三汊矶大桥附近有水上餐饮渔
船 17 家。 绝大部分水上餐饮没有采取任何防污措
施，餐饮废水、油污直排湘江，垃圾随意倾倒，严重
污染湘江水质。

株洲县 118 条淘金船全部吊船上岸
2012 年 7 月 16 日，株洲市政府向“三湘环保

世纪行”采访组宣布：株洲县通过集中整治，彻底根
治了黄龙港近百年淘金史，118 条淘金船全部吊船
上岸。

据了解，黄龙内港非法淘金起源于上世纪二十
年代，从最开始的手工挖沙和木斗洗水原始作坊式
生产，到现在全机械化钢铁船一条龙生产，近年来
黄龙港非法淘金愈演愈烈。 （卢艳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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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实践后，已经成为舆论监
督、法律监督、行政执法监督和社
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平台， 每年
都解决了一大批湖南环境保护生
态建设中久拖不决的问题， 提高
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热情。 省
人大环资委强化环境监管， 加强
环境整治，在促发展、调结构、惠
民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环境保护：
珍惜每一寸土地

2003 年 “三湘环保世纪行”
活动 ，围绕 “保护蓝天 、碧水 、绿
地，创造美好居住环境”的主题，
开展了长株潭环保行、 湘江源头
和湘西北生态行三个阶段的环境
与资源保护宣传报道和整改督查
活动。 对于继续推动工业企业污染达标排放，重点污染区域和
污染源治理， 督促水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问题进一步解决，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4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的主题是“保护生命之水，珍惜
每一寸土地”，结合《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各
有关单位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加大对土地资源与环境特别是基
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对全省生态环境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
踪督查。

2011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集中采访主题为全省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情况，包括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区的典型经验和做
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相关机制的创新情况以及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等。采访团先后到湘西、张家界、常德、株洲等地采访，
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同时也督促他们要进一步明确目标，要以
农民群众为主体，推荐农村综合整治。

防治重点：
抓住“一江一湖”

2006 年—2007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以“建设生态湖
南”为主题，抓住“一江一湖”重点区域的污染治理，运用统一组
织专访与结合执法检查开展采访等方式，对洞庭湖和湘江流域
水污染等突出问题深入进行采访，有力地促进了洞庭湖区造纸
业污染治理，2007 年停止生产的造纸企业共 146 家，推动了一
批环境资源问题的解决。活动的开展对推进环境资源保护法律
法规的贯彻落实，提高各级领导和社会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

识，推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行环境与资源保护职责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2009-2010 年省执委会分别围绕“推进减排，保护湘江”和
“推进湘江整治，建设绿色湖南”主题，开展了多次专题调研，先
后组织了 4 次集中采访报道，各级新闻媒体共刊发环保世纪行
活动报道 6360 篇。 两年来， 各市州组委会共开展督办 170 余
次，督促解决了 90 多个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活动焦点：
节能减排治雾霾

节能减排一直都是“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关注的焦点。
2010 年，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以“推进减排、保护湘江”为

主题，加快电厂脱硫旁路挡板铅封进度，扩大二氧化硫减排成
效；推进有色冶炼、造纸等产业的落后产能淘汰工作。清水塘工
业区是株洲重工业产业基地， 过去区域内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它也是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的重点项目，至 2010 年，园区先后
关闭 20 多家冶炼、化工企业或生产线。

邵东县的土法炼焦、 小电镀的整治是治污减排的重点。
2010 年 4 月已有 46 家土法炼焦企业的 137 个蒙古包全部拆
除，7 个小机焦全部停产，46 根烟囱已拆除和爆破 42 根。

2013 年的“三湘环保世纪行”将围绕雾霾污染治理、洞庭
湖环境保护、城乡环境同治等问题开展系列活动，并结合全省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重点，总结宣传先进典型，曝光和批评污
染行为，营造人人关心、参与环保的氛围。

情牵民生 心系环保
本报记者 杨跃伟 谢作钦

2012 三湘环保世纪行活动启动仪式

无序开采造成土地流失

湘潭竹埠港化工区附近一排污口

省人大环资委 湖南日报

蒋小康 摄

蒋小康 摄

蒋小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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