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贺佳

省政府近日出台的《湖南省湘江污
染防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全面提出了未
来3年湘江治理的目标任务、 保障措施
和考核奖惩体系，确保到2015年，湘江
流域企业污水稳定达标排放，涉重金属
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
2008年下降50%， 局部地区水质恶化
趋势得到彻底遏制，全流域水质实现初
步好转。

《方案》有哪些亮点？所提出的目标
任务又该如何具体落实？ 12月2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省环保厅厅长、湘江重金
属污染防治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尧臣。

新账绝不再欠， 老账努
力去还

湘江水环境问题， 表现在水中，根
子在岸上。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湘江两
岸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湘江水
污染情况日益复杂， 用水安全形势严
峻。可以说，遍布湘江沿岸的污染源头，
是重创母亲河的最大“元凶”。

针对这一问题，《方案》提出以“堵
源头”为主要任务，从深化有色、化工等
重点行业工业企业污染防治，加强城镇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控规模化畜禽养

殖、网箱养殖污染，推进矿山、尾矿库、
渣场专项整治，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等5个方面入手， 力求保湘
江一江清水。

“‘堵源头’是世界各国在污染治理
实践中，被反复证明的成功经验。”刘尧
臣介绍，日本琵琶湖治理之所以成为典
范，最大的亮点在于其流域内污水收集
和处理率高达98.4%，成功堵住了污染
源头。

“当然，‘堵’的实质是‘治’，要通过
综合施策，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污染的
产生。 这是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各级
政府统筹协调， 动员各部门各方面从4
个方面做好工作。”刘尧臣说，环保部门
要发挥中坚和先锋作用，各级环保部门
在实施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中，要义
不容辞担当“堵源头”的急先锋。

刘尧臣表示，省环保厅和各级环保
部门将根据自身职能范围：

一是需要削存量、控增量，调整产
业结构布局，依法关停小化工、小冶炼、
小电镀、小造纸、小皮革等高污染、高耗
能企业， 并于2015年前逐步依法淘汰
潜在环境危害风险大、升级改造困难的
企业； 严格控制湘江干流各20公里范
围内敏感区域高风险行业的准入。

二是将国家严格控制的5个重金属
污染行业和7个产能过剩行业， 作为我
省湘江流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

通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从源头上
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三是积极推进有色、 化工等重
点行业企业进入专业工业园区发
展。 2015年底前，全省工业园区必须

配套建设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等环境基
础设施，并逐步提高园区污水集中处理
规模和排放标准。

四是加强重点污染源的监管，综合
运用排污许可证、企业上市、环境责任
险、绿色信贷和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
评价等制度创新，强化企业重金属污染
排放监管。省环保厅还拟定近期组织开
展对重点污染源的监察和监测并公布
结果， 通过公开企业环境信息的方式，
让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曝光在公众的眼
光之下，主动接受社会公众和志愿者的
监督，约束和改善其环境行为。

“通过这些举措逐一落实，我们要
努力坚持‘新账绝不再欠，老账努力去
还’，从源头上确保湘江治理成效。 ”刘
尧臣说。

建立环境保护责任终身
追究制度，实行“黄牌警告”
和“一票否决”

为确保“一号重点工程”顺利推进，
省政府还同时制定出台了《湘江污染防
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考核办法》，
与《方案》相配套。

“杜家毫省长反复强调，实施‘一号
工程’贵在实干，关键在落实责任，一定
要严格考核。 考核办法首次实行‘黄牌
警告’和‘一票否决’制度，彰显省政府
推进这项工作的决心和力度空前！ ”刘
尧臣分析说， 这套完备的考核体系，将
成为推动各级各部门保护与治理湘江
的有力武器，将为“一号重点工程”的顺
利实施保驾护航。

根据考核办法，省政府将湘江污染
防治工作任务逐年分解下达到湘江流
域各级各有关部门，由湘江重金属污染
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考核。对完成任
务差、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出现水污染
事故的，将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黄牌
警告”和“一票否决”。

被“黄牌警告”的单位，省政府将进
行通报批评，并对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
约谈。 被“一票否决”的单位，将不得评
定为全面小康合格市县或先进单位，取
消省级生态市、县称号，在生态补偿试
点资金上予以相应比例扣除，同时由环
保部门对其实行环保区域限批。 市、县
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相关领域
的负责人一年内不得评先评优。

与此同时，《方案》还明确提出建立
环境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进一步落
实各级政府和企业环境保护的法定责
任。 刘尧臣介绍，通过建立环境保护工
作档案，对因不按程序审批项目，盲目
决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污染项目
以及弄虚作假编制环评文件，违规承接
环保治理工程或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
等行为、 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严重后
果，将实施环保责任终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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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梦圆

12月2日 ， 是全国交通安全
日。这一天，公安部交管局联合众
多媒体发起的 “我眼中的10大交
通陋习”网络调查活动告一段落。
人们在参与调查中也在反思 ：令
人厌恶的交通陋习， 自己是不是
也有过？（12月2日《人民日报》）

说起交通陋习， 我们每个人
都能轻易地数出不少 ： “见缝插
针、 乱穿马路” 的行人；“随意变
道、横冲直撞”的司机；开窗抛物、
随意停车的现象……这些陋习的
背后， 往往意味着交通事故发生
的几率。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 开车
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 平时很
温和的一个人， 一开车就耐心渐
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 ，会
焦躁不安； 遇到堵车， 很容易抓
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
而出。

这种差异的背后，是“内外有
别”的心理在作祟。 开车时，封闭
的钢铁躯壳， 让人获得安全感的
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

滚的马路，成了比“陌生人社会 ”
还陌生的社会。于是，方便自己不
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
如抢道、开远光灯，也会被 “去道
德化”。正因为陌生、缺少信任，交
通参与者对交通规则的漠视 ，对
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 ，造
成了事故频发。

此外，一个城市的文明素质，
与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息息相关。

香港马路以 “窄 ”著称 ，多是
双向四车道，但即使在高峰阶段，
也鲜见大堵车。为什么？除了香港
道路设计合理外，司机守规矩、有
“车德”也是重要原因。 权威数据
显示，截至2013年10月底，我国机
动车保有量已达2.5亿辆，机动车
驾驶人数达2.75亿人 。 人多 、车
多、路挤，无论是对车主 、还是对
行人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
用“车德”、“素质”去弥补不足，而
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 到今
天的车轮上城市， 中国让更多人
开上了汽车，这是发展；而让更多
人享受便捷、安全的交通，则是文
明的指向。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拿什么迎接“车轮上的城市”

政策 解读

源头治理：湘江污染防治首要任务

长沙市民族联谊会
企业家分会成立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于振宇 ） 1日

上午， 长沙市民族联谊会企业家分会在长
沙成立。 老同志石玉珍出席并讲话。

分会会员主要由长沙市民族联谊会的
部分少数民族企业家组成， 来自48个不同
的民族。 成立分会旨在为少数民族企业家
提供信息咨询、 技术支撑以及就业人员推
荐等服务， 同时积极维护少数民族企业家
的合法权益，总结、推广少数民族企业在经
营管理、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推动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为少数
民族企业家搭建与政府对接沟通的平台。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徐典波）今天，“五体投地
师汉唐———段华书法艺术展”
在岳阳开展。 展出的60幅书法
作品采用篆隶楷行草五体书就，内
容多为历代先贤题咏岳阳的诗词
歌赋，也有段华自创作品摘录，
引来1000余名省内外书法爱好
者观展。

段华是国家一级作家，长
期从事戏剧、影视、小说、散文

创作，主要作品有现代戏《镇长
吃的农村粮》（合作， 获全国优
秀剧本创作奖）、电视剧《毛泽
东和他的乡亲》（合作， 获全国
金鹰奖一等奖）等。 作为知名作
家，他一辈子与汉字结伴，与书
法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缘。 本
次书展是段华从事文艺创作40
年来的成果汇报， 也是他近年
来潜心学习书法的优秀习作展
示。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陈
薇）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名家大
讲堂”第9场，将于12月7日上午
9时30分，在长沙毛泽东文学院
开讲。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
作为第九讲嘉宾，将主讲《喧嚣
的时代与文学的定力》。

陈建功，1949年生于广西
北海市。 著有短篇小说集《迷乱

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
小说选》、《丹凤眼》， 中篇小说
《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
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
《嬉笑歌哭》 以及《建功散文精
选》等。 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文学
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等
文字在海外出版。讲座仍然采取
免费赠票、凭票入场的方式。 有
兴趣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 ：
0731-88920006，索取赠票。

“文学名家大讲堂”再次开讲

著名作家段华举办书法艺术展张卫生态漫画
获全国大奖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近日，
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全国绿
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
的第五届“关注森林奖”揭晓，湖南省美协
漫画艺委员主任张卫创作的漫画《森林变
迁》获“关注森林-文化艺术奖”。

此次全国获得“关注森林-文化艺术奖”的
共有65件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小说、科普版
展等门类，张卫的《森林变迁》是唯一一幅
漫画获奖作品。张卫长期致力于生态漫画创
作，曾获得中国漫画界最高奖“金猴奖”。

12月2日下午，长沙地铁1号线开福寺站建设工地，挖机正在拆除地面的剩余建筑。 目前，1号线最后3站开福寺站、湘雅
路站、营盘路站已开始拆除所在区域的房屋，本月底即可正式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田超 叶子君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朱永
华）5年探索终于获得阶段性的科
学成果。 11月30日，湖南省科研管
理工作者协会2013年年会暨“社
会科学评价科学化”学术研讨会在
湖南女子学院举行。

社会科学成果如何评价？ 我
省相关组织机构专门设立课题进
行了持续的研究探讨。 近5年， 湖
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自
成立以后， 秉承“让获奖者有尊
严、 让评审者无干扰” 的理念，
在成果评奖、 人才评优、 成果鉴

定、 课题立项等社科管理与评价
方面， 持续依托各项评审业务工
作积极组织课题研究。 在重点解
决“谁来评 ” 、 “用什么评 ” 、
“如何评” 和“正学风” 等问题，
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 今
年， 湖南在全国率先研发和启用
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信息管理系统
和成果鉴定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
网上申报和网上函评。 这将大大
提高社科评审工作的信息化、 科
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进一步保证
社科评审工作的公正公平。

优秀社科成果评奖进行网上申报
我省探索“社会科学评价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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