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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至 9 日，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姜玉泉率领
省人大环资委及媒体记者组成的联
合督查组， 赴益阳分别对该市赫山
区、桃江县、沅江市三地的环境治理
情况进行了实地督查调研。

桃江县：
加强风险防控 消除污染隐患

1月 8日上午， 省人大环资委督
查组一行来到桃江县， 对桃江的水资
源保护以及废渣填埋处理进行了实地
督查。

近年来，桃江县委、县政府为加
强对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管和治理，实
施全面网格化管理，摸清了全县 284
个行政村范围内排污单位的污染状
况，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楚；对全县
的 36 家重点监管企业进行重点监
管，明确每个企业由一名政府主管负
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深入企业准确掌
握企业的生产工艺和排污状况，建立
治理台账。 同时，加大了对益阳市特
许医疗废物集中处理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厂等重点单位监管力度，制定了
专门工作方案，加强了危险化学品企
业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
防控。

此外，为了切实加强涉锑企业的
废水废渣治理，桃江县现已投入治理
费 280 万元对已关闭的 19 家涉锑企
业的废水使用专用车辆运到处理站

进行处理；投入 600 万元对久通公司
重金属污染进行了治理，成功处置废
渣 6824 吨， 消除了废渣对水环境的
污染；投入 400 万元对日鑫锑业选矿
厂采用在原有坝的外围加固尾砂坝，
履土绿化封场治理，消除了当地重金
属环境污染隐患。

据了解，该县加大资江流域非法
企业的关闭力度，现已将 104 家小纸
厂关停整合成 9 家再生纸厂；取缔关
闭小水泥厂 7 家、 小石灰窑 345 孔、
排污口 34 个、非法塑料加工作坊 16
家和非法粉煤厂 1 家；捣毁竹屑沤制
池 224 个；关闭全县 33 家涉锑企业，
并通过了省环保厅检查验收。

益阳市：
发展循环经济 强化环境保护

在督查桃江县环境治理的总体
情况后，省人大环资委督查组一行便
马不停蹄地赶往了益阳市赫山区，对
沧水铺工业园区进行了调研。

沧水铺镇位于益阳市东南部，是
益阳东接东进的“桥头堡”，是闻名全
国的“包装袋之乡”。 2008 年，沧水铺
包装工业园被列入湖南省第一批循
环经济试点园区。

自 2008 年沧水铺工业园被列
入湖南省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之后，截至目前，入园企业增至 21
家，形成了集废旧回收、造粒加工、
吹塑拉丝、编织成袋、包装印刷一条

龙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实现了由分
散生产经营向集中化、规模化、持续
化方向转化。

本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沧水铺
工业园现已实现了节能减排由“低”
到“高”的转变，引进了先进废气收集
设备， 对生产中的废气吸收处理后，
再高空排放，以确保车间生产环境的
净化；对废旧塑料中的沙石、废纸、木
屑、金属丝以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不

能再利用的塑料结焦硬块等采取分
类处理的办法，对其他废弃物采用集
中收集处理方式，以确保园区生产生
活环境持续改善。

姜玉泉在调研中强调：“针对塑
编行业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的特
点， 沧水铺工业园除了要加大淘汰
落后产能企业的力度、 鼓励企业技
改升级之外， 更要加大对节能降耗
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和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的督查。 ”

沅江市：
湿地保护与开发并重

9日上午， 省人大环资委督查组
来到了南洞庭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沅江
市， 实地查看了南洞庭的生态保护情
况。

南洞庭湿地水禽省级自然保护

区属内陆湿地永久性淡水湖泊类型。
广阔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布着
118 个人迹罕至的湖洲和 18 个湖
岛。 由于湘、资、沅、澧和长江水汇流
注入， 使南洞庭湖湿地具有水浸皆
湖，水落为洲的沼泽地貌特征。

清晨的南洞庭被一层轻轻的薄
纱所笼罩着。 乘船穿梭在茫茫雾气
中，有种如临仙境般的感觉。 随着太
阳的升起，南洞庭的神秘面纱也被揭
开。灰褐色的芦苇顺着风力在湖岸上
摇曳，光秃秃的欧美杨静静竖立在湖
边，等待春风轻轻地吹绿。

我们乘坐的快艇一靠岸，督查组
人员便迫不及待地跨上湿地。在湿地
一隅巍然屹立着一座有 200 多年历
史的镇江塔，它向众人诉说着当年威
镇湖妖的神话。湿地上自然生长着通
体枯黄的芦苇，枝条依旧保持着生命
的挺立和张扬的姿态。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在洞庭湖
区， 生长着属于外来物种的欧美杨，
又叫速生杨，木质疏松，成活率高，生
长周期比一般杨树短， 适合于造纸。
由于近 20 年来在湖区大面积种植欧
美杨，直接导致洞庭湖一带许多生物
种类遭到毁灭性破坏，一些常年在此
栖息的鸟类也开始减少。

据悉，欧美杨的大量引种已使洞
庭湖地区出现植被群落结构简单化，
异质性程度相对降低，如果不加控制
的话，很容易导致洞庭湖湖泊湿地生
态系统向森林生态系统演化，破坏湖
泊的自然演替。

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
在督查中指出：“南洞庭是中国 21 块
国际重要湿地之一，要多学习其他湿
地保护区的管理体制，理顺自身的管
理体制，扬长避短，更要处理好开发
与保护的矛盾。 ”他还说：“目前，南洞
庭湖保护区要抓住国家设立生态红
线制度的机遇，加快申报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各项工作，趁势而为，加大
保护力度，形成保护共识，争取更多
政策支持和政府支持。 ”

1 月 11 日上午，“重金属污染防
治国际合作论坛”在长沙县举行。此次
论坛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环保专
家，他们分别从重金属污染现状、治理
技术、治理思维、治理经验等方面与现
场百余名博友共同探讨重金属污染防
治工作。

现状调查
湘江边镉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我省作为有色金属之乡，拥有上

百年的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历史，而早
期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形成的粗放式
发展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了我
省重金属污染的累累“旧账”，且这些
有色金属和重化工业密集分布于湘
江流域，致使湘江流域承载着我省主
要生产总值的同时，亦承载着相当一
部分的污染。

早期开采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尾
矿、废渣，其中所含的重金属污染物，
在土壤中富集并最终通过食物链危害
人体健康。 据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曙光环保）开展的湖南重金
属污染调查项目显示， 湘江流域老工
业基地重金属污染远高于其他地区。
据项目负责人高亮介绍， 该项目通过
对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娄底等地
40 份土样进行检测， 土壤合格率较
低， 尤其是衡南县松江工业区湘江边
土样镉严重超标。

省有色金属研究院院长黄顺红介
绍，其实镉超标并不令人意外，我省重
金属污染不仅程度重而且范围较广，
她说， 目前我省受到矿害及重金属污
染的土地面积不容忽视。

不仅是土壤污染，重金属污染物还
会随雨水进入地下水系统，对饮用水造
成污染，据曙光环保开展的长株潭饮用
水安全调查数据显示，株洲某供水片区
地下水砷超标。

技术攻关
给土壤贴上修正纸

重金属污染防治， 先进的土壤修
复技术是基础， 如果将干净的土壤比
作一张干净的白纸， 而重金属污染则
如同纸上的错字， 理想的土壤修复方
式是使用一块“橡皮擦”，擦去重金属。

黄顺红介绍，目前我国的土壤修
复技术，由于缺乏完整体系、装备、技

术规范和标准，落后发达国家 20 年。
例如常用的化学淋洗，会导致二次污
染，而生物提取等生物恢复技术则存
在修复周期长的问题。 这些方法不但
达不到理想的“橡皮擦”效果，反而会
将“纸”弄坏，而使用重金属钝化剂，
将其施入土壤，能阻断土壤上的生物
与重金属的联系，形成类似“修正纸”
的效果，但因重金属污染往往是多金
属复合污染，增加了重金属钝化剂研
发的复杂性。

来自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的
Seong� Jeon，在现场向博友介绍了来
自美国的先进土壤修复技术， 即高分
辨率场地特征描述技术、 高分辨率药
剂注入技术， 针对博友提出的究竟哪
一种治理技术更为快捷有效的问题，
Seong� Jeon 也坦言，最快捷的技术也
就是成本最高的一项。

转变思维
没有浪费就没有污染

重金属污染防治， 思维转变是关
键。“有色金属污染，其实就是对有色
金属的浪费， 没有浪费也就没有污
染。 ”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处长陈超在论
坛上，将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重
金属污染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资源浪
费”。

而针对这种“浪费”所造成的污染，
陈超认为， 唯有通过发展绿色循环经
济，方能反转重金属污染。 而要实现循
环利用，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堵住源
头，二是要消化现有污染。

“堵住源头”是指通过先进技术手
段， 在生产过程中提升提炼度和减少
流失。而“消化现有污染”，则是利用有
色金属良好的再生性能， 达到多次循
环利用，陈超介绍，目前我省仅湘江流
域内渣场和尾矿库就有近 1000 个，
含铅、 汞、 镉等重金属固废总堆存量
44003 万吨， 还有以百万计的被淘汰
的家电、 汽车等都是再利用的重要原
料。

而要将“循环经济”推向社会大循
环，陈超认为首先要建立好“点”，即着
力培育壮大一批重点园区和龙头企业
以作示范，再由此推广到面。而制定发
展有色金属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和
政策措施， 能够从法律的层面为有色
循环经济推广“保驾护航”。

在长株潭三市交界处，有一个美丽
的地方———昭山。 相传早在西周时期，
周昭王南巡荆楚， 曾在昭山盘桓多日，
并殁于此处，昭山由此而得名。 每逢雨
后新晴，或是旭日破晓，万丈霞光撒在
山间，雨气氤氲，色彩缤纷，美而壮观。
北宋大书画家米芾曾将这一景观绘成
《山市晴岚图》，被列为潇湘八景之一。

1 月 4 日上午， 来自绿色潇湘、湘
潭环保协会等 14 家环保组织机构的
200 余名志愿者齐聚湘潭市昭山示范
区的“山那边”度假村，参与 2013 年湖
南环保志愿者年会。

搭建平台 互学互通互促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

不断深入， 环保志愿者的工作也将步
入攻艰克难的非常阶段。 环保志愿者
年会交流平台的搭建， 不仅可以让志
愿者团体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还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
相促进。

会上， 各环保志愿者代表们对
2013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对 2014
年的工作作出了整体规划。 同时，他们
还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
剖析，一同探讨。与会的 200 余名志愿
者认真地听取各代表的发言， 讨论热
烈。

迅速崛起 做环境的监督者
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总裁何平博

士曾说，2013 年是湖南环保 NG0 崛
起的一年。 目前，湖南本土除了绿色潇
湘、湘潭环保协会等之外，又新增了曙
光环保、 绿动社区以及转型成功的长

沙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 NG0 组织。
2013 年 12 月 4 日晚，当“湘江守

望者群体”获评 CCTV2013 年度法治
人物时，湖南环保志愿者们沸腾了，他
们的付出受到了肯定。 那时， 超过 92
位湘江守望者每天坚守在湘江流域的
11 个监测站点、8 条一级支流和 5 大
重污染区开展环保活动， 平均每周完
成 8 家污染企业的定位和调研， 每天
发布 6 条环境监测信息。

环保虽不是他们的职业， 却让他
们更富有职业精神， 他们都是人潮里
普通的一员， 却都做着意义非凡的事
情。

携手并进 爱心义卖暖心田
会议结束之际， 当主持人呼吁志

愿者为山东烟台的志愿者任增颖病重
的父亲举行爱心义卖时， 大家都争相
抢买义卖的环保书籍。

据悉， 此次无偿提供 200 本环保
名著义卖活动最终筹措到了 8400 元
善款，现已汇至任增颖的银行账上。 点
滴爱心汇聚成一股股暖流，润人心田。

当一名环保志愿者， 不仅需要遇
到困难的时候一起迎难而上， 更要懂
得在危难时刻保护好自己。

“2013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的
环保志愿者， 特别是绿色潇湘湘潭湘
江守望者和曙光环保宁乡农田守望
者，先后遭到非法的人身攻击，为了抵
制这股歪风， 更好地做好环保工作和
保护自己， 今天我们既要共同为环保
而倡议，又要提醒大家确保安全，防患
未然。 ” 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
帅在会上说道。

艰难而不平凡的 2013 年
已经匆匆离去。

这一年， 雾霾从北向南一
直笼罩在天空， 笼罩在人们的
心头， 几乎压抑得人们不敢呼
吸；这一年，环境污染的话题尤
为沉重， 湖南将湘江流域重金
属污染治理列为 “省政府一号
重点工程”；这一年，湖南的环
保志愿者们比以往更众志成
城， 上百人分兵把守在湘江沿
线排污口， 誓死保卫自己的母
亲河。

这一年，是湖南环保志愿者
队伍蓬勃发展的一年。 从 2012
年的几家环保组织发展到覆盖
全省各市州的 14 个环保机构，
志愿者队伍也从原来的几十人
发展到 200 多人；这一年，也是
湖南环保志愿者卓有成效的一
年。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
亚平获得由美国大自然协会
（TNC）与中国阿拉善 SEE 生态
协会联合授予的 “第五届 SEE/
TNC 生态奖”，湘江守望者团队
摘获 “CCTV2013 年度中国法
治人物奖”， 长沙曙光环保团队
的水安全调查活动获得中华环
保基金会的肯定。

这一年， 环保志愿者们舍
生忘我的奉献精神让我们感
动。 有“江豚之父”美誉的徐亚
平为保护微笑的江豚不慎掉入
寒冷刺骨的洞庭湖险些丧生 ，
长沙曙光环保掌门人、90 后女
生刘曙为保护生态环境在湘乡
境内被不法企业主围攻； 湘江
守望者团队在调查湘潭某铁粉
厂偷排污水时车辆被不法人员
砸毁……在生命财产遭受威胁
时，志愿者们没有畏惧，也没有
退却，他们毅然勇敢前行，去捍
卫青山绿水， 去捍卫人类自己
的家园。

这一年， 还有许多环保行
动值得我们去记录。 省人大环
资委监督处善于听取民间呼
声，主动参与明察暗访；省人大
环资委领导更是身体力行 ，月
月有行动， 加强重点区域污染
防控督查督办， 督促地方政府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快整治
步伐， 关停落后产能，“宁要青
山绿水，不要‘黑色’GDP”。 这
一年， 环保志愿者周自然发起
“跟着大雁去迁徙”活动，第一
次带领湖南环保志愿者出湘入
赣，开展跨省环保，在鄱阳湖南
矶湿地竖立了编号为“02”的大
雁迁徙终点标志碑，影响非凡，

意义重大；以“山鹰”为代表的
一批环保志愿者和长沙市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开展的保护大泽
湖湿地及鸟类公益行动， 成为
湖南环保的经典案例。

有人说：“2013 年是湖南环
保 NGO 崛起的一年”；也有人
说 ：“2013 年是湖南环保志愿
者腾飞的一年”。 当然，更值得
我们去铭记的是那些长期奋
战在环保第一线， 无私付出 、
不图回报的环保公益团队和
无数爱心人士，无一不让我们
深深感动。

因为有你们的努力，我们的
环保路线图更加清晰； 因为有
你们的坚守， 我们的环保方向
更加明确；因为有你们的奉献，
我们的环保愿景更加值得期
待。

1 月 4 日 ， 来自省内外的
200 余名环保志愿者们齐聚“湖
南绿心”———昭山开发区，举行
环保志愿者年会，总结过去，畅
想未来。 这不是一般的年会，而
是湖南环保志愿者们的一次誓
师动员会，它吹响了新年“环保
结集号”。

让我们汇智聚力 ， 一起前
行，攻艰克难，共同保卫人类美
好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向湖南环保志
愿者致敬！

发展循环经济 减少污染隐患
本刊记者 林淑芳 罗赞

本刊记者 刘雨娇 文韬

浪费是最大的污染
———湖南重金属污染防治国际合作论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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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湖南环保志愿者年会在湘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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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聚一堂 共商环保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