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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位于我省南大门， 毗邻广东省连
州市，境当“楚头粤尾”。境内以“山岭重叠，荟
蔚苍翠，浮空如蓝”而出名。 2013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水利部和水利普查办认定“湘江源
头在蓝山县紫良瑶族乡国家森林公园的野狗
岭”。从此，蓝山不仅是潇水的源头，也是湘江
母亲河的源头。

如何保护好母亲河的源头？ 3 月 10 日，
记者随省人大环资委督查组一行赴永州市调
查环境污染问题。 在蓝山县境内记者目睹这
里蓝天白云，田野里油菜花金浪起伏，感觉空
气尤为新鲜。 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吴正辉兴
奋地说：“终于逃离城市雾霾， 呼吸到了新鲜
空气。 ”随后，记者在深入该县新圩镇关溪村
暗访时发现一些“五小” 企业隐藏在乡村角
落，非法制浆生产再生纸，非法开采选矿，不
停偷排污水，破坏生态环境，对湘江源头环境
带来不可忽视的潜在危害。

省人大督查组在座谈会上将暗访发现的
有关情况通报后，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衡平
当场表态，要求蓝山县政府根据督查组通报的
情况， 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联合行动，

彻底取缔这些非法“五小企业”，最大限度地保
护好蓝山的青山绿水，保护好湘江源头。

据了解， 由于新圩镇处于与郴州市临武
县、嘉禾县交界的三角地带，一些不法分子受
利益驱使，利用跨区域执法难的空子，将污染
企业转移到这个“三不管地带”，从事非法生
产。 再加上小造纸厂、小炼油厂投资小、利润

高、回报快、建设周期短等特点，往往被强制
拆除不到一周时间， 这些企业就能死灰复燃
地恢复生产。 这些都给各级政府部门开展环
境执法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近几年来，蓝山县政府一直秉持“发现一
家，取缔一家”的治理原则，组织职能部门依
法严厉查处污染环境的企业和行为。 3 月 13
日， 蓝山县环境保护局联合郴州市临武县环
境保护局对两县边界的小纸厂、小炼油厂、小
选矿厂等污染企业进行一次联合调查， 依法
对临武县万水乡卢家村王为福造纸厂、 新圩
镇关溪村汪传树制浆厂、 新圩镇龙家坊村龙
显迪制浆厂、 新圩镇龙家坊村龙显志造纸厂
分别采取了断电措施或者强行拆除。

蓝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冯德校告诉记者，
该县加大对非法排污企业的打击力度， 坚决
杜绝环境污染死灰复燃的现象， 还当地百姓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2013 年该县共排查
135 家违法排污企业，取缔关闭 67 家，责令
限期整改 68 家。 目前，全县范围内无化工企
业、无重金属废物企业，未发生重、特大环境
污染和环境破坏事故， 工业废水处理率达到
85%，工业废气处理率达到 80%，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达 100%。

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吴正辉在通报会上
指出：“蓝山是湘江的源头，能有青山绿水就是
宝，要好好保护起来。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处理
好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坚决防止先
污染后治理的这种怪圈”。 他特别强调说，要
加强法制观念，遇事要讲法，监管要依法，办事
要靠法。 职能部门要尽责任，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联动执法，多下功夫，多作努力。 希望在
全社会形成保护湘江母亲河源头的共识。

目前， 永州市涉重金属企业已由六
年前的 77 家减少到 22 家， 六类重金属
的排放总量较 2008 年削减 65.6%，均已
完成了“十二五”双减半的任务。

为了健全源头防控体系， 永州市政
府按照“堵源头”的要求，加强建设项目
环境监督管理，严格环评审批，环保门槛
就高不就低，永州市去年否决小化工、小
造纸等污染项目 30 余个。

此外，为了加强执法监管，永州市环
保局对重点污染源实行台账管理，督促企
业正常运转治理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 全市检查企业 2100 余家次，对
29 家污染企业实行限期整改，对 12 家企
业实行停产整治，关闭小造纸等非法企业
22 家，对 38 家企业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
处罚决定。 组织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源保
护、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化学品环境管理
等专项行动， 安全处置各种危险废物
2000余吨，督促 47 家县级以上主要医院
实现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同时，为了推进重点矿区综合整治，
永州市环保局重点狠抓了零陵区矿山综
合治理， 全面推进矿山禁采工作， 共撤
离、捣毁洗矿机组 1263 余台，封填“独眼
井”40 口。在全面禁采的基础上大力恢复
生态环境，处理尾矿 70 多万吨，恢复植
被 3702 亩，植树造林 56 万多株，完成石
期河东湘桥段 13.6 公里的清淤任务。 目
前，全市共拟设禁采区 75 个，目前方案
已上报市政府审核。 此外，新田县历史遗
留镉钒污染治理项目现在正在有序地进
行当中，现已恢复植被面积 97 亩。

强力推进废弃矿山整治
去年 4 月以来， 东安县共取缔关闭

非采、洗矿硐 160 余处，对 103 个非法矿
硐实行了永久性封闭， 得到了国务院安
委办检查组的充分肯定。 此次专项整治
行动遣散非法采矿民工 300 多人， 抓获
16 名非法开采人员， 对严重违法的非法
开采矿主刑事拘留 9 人、批准逮捕 9 人，
对涉嫌非采的 2 名公职人员依法依纪给
予了处分。

除了重拳打击非法采矿行为， 实施
生态恢复项目也成为了整治工作的重中
之重。 13 日，督查组一行来到东安县大庙
口镇， 对当地的钨矿区废渣安全处置及
生态恢复工程进行了实地督查。

2012年 5月，东安县向省重金属治理
和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委员会申报了
大庙口钨矿区废渣安全处置及生态恢复工
程， 并取得了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900万元。该项目位于东安县大庙口镇九
龙村和大庙口林场紫云工区， 主要建设库

容为 7.2万立方米安全填埋场 1座。 项目
现场，大庙口钨矿区遗留的 25万吨废渣已
经被安全填埋处置，全部被固化，环境得到
极大的改善。站在填埋场下方，一群村民喂
养的山羊在边缘追赶玩闹， 完全看不出这
里之前居然是一片荒芜之地。

督查完大庙口钨矿区废渣安全处置
及生态恢复工程后，刘帅不禁感慨道：“东
安是湘江入湘第一县，也是湘江流域重金
属污染治理重点区域， 曾经暗访明察多
次，这大庙口钨矿区废渣处置及生态恢复
项目，做得很好。 特别是县里还准备将紫
水河湿地生态恢复列入省重点，与浏阳河
一样，走在湘江支流治理的前面，作为支
流治理的样板，先行先试，使湘江治理向
纵深推进，这值得学习和借鉴啊！ ”

源头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虽然永州市在湘江保护和治理工作取

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还
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部分矿区虽然经过
大力治理，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但一些
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部分群

众生产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治理恢复的任
务依然很重。对此，永州市副市长张常明表
示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措施，千方百计加
以解决，切实把湘江母亲河治理好。

吴正辉在督查结束之际说道：“不管
是矿山开采整治也好，还是重金属污染防
治也好，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保护好湘江
这条母亲河，在保护的过程中，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将它一一攻克。 ”

同时，他还要求永州市要提高认识，进
一步加大重金属污染治理； 要将当地的生
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严防产业转移过
程中的污染转移；要抓整治、严监管、管源
头，处理好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的关系。

湘江（含潇水） 在永州境内流长 515
公里，占湘江总长（948 公里）的 54.32%，
流经永州 7 个县区，在永州境内流域面积
为 21389 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
（22400平方公里）的 96%，占湘江全流域
面积（94716平方公里）的 22.58%，占湖南
境内流域面积 （85221 平方公里）的
25.1%。 永州地处湘江源头，保护好了湘江
源头，全省人民，及子孙后代将受益匪浅。

“保护野生蛇，我们在行动”。 3 月 16 日上
午，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
款计划、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长沙市林业局
和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湖南（筹备）中心联合
主办，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承办的“长沙
地区野生蛇保护行动启动仪式” 在河西洋湖湿
地公园举行。 拒食餐桌上的野生蛇公益签名活
动更是吸引了在场的环保志愿者们纷纷签名，
共同发起保护野生蛇的倡议。

以前，人们望蛇生畏，不敢亲近。可近年来，
蛇已经成为食客们的一道美食。据了解，在餐饮
旺季时， 长沙市餐桌日消耗蛇高达 10 吨左右，
这些“盘中餐”的蛇大部分来自野外。 大量食用
野生蛇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导致鼠害泛滥，破
坏环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
赠款计划国家协调员刘怡表示：“长沙地区野生
蛇保护行动在全国开了先河， 对全国其他吃蛇
风气盛行的城市具有教育作用。 ”

对于野生蛇的保护， 国家林业局科技司质
量标准处处长冉东亚认为， 保护野生蛇需要全
社会推动， 林业部门需要与民间机构共同努力
加强执法， 打击贩卖经营野生蛇和其他野生动
物的非法行为。

护蛇行动发起单位负责人、 长沙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周灿英女士介绍， 该协会将
通过广泛宣传保护野生蛇的重要意义、 公民责
任和法律义务，推动政府加强执法，提高蛇类的
保护级别；推广人工养殖技术，减少市场对野生
蛇的消耗；逐步提高市民的保护意识，实现长沙
餐馆零野生蛇目标。

环保行动

治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公众
关注话题，也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
代表、委员关切的焦点。 人民群众
更加期待环境治理能够下“重拳”。

3 月 10 日，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联合督查组赴永州市对蓝
山、新田、零陵、东安四县区开展为
期四天的明察暗访，调查环境污染
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得到及时整
改，效果明显。

3 月 10 日，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随省人大
环资委督查组一行到有“异蛇之乡”称誉的永州
调查环境治理情况，所到之处，既有青山绿水、蓝
天白云的美景，也有污水横流、乱采滥挖之情形。
四天的明察暗访，基层干部和村民的一句“心里
话”直击耳鼓，难以释怀，让人心情特别沉重。

在郴州临武、 嘉禾与永州蓝山三县交界之
地一个再生纸厂附近看到， 这里小纸厂和制浆
厂沿村而栖，厂房十分简陋，电源线蜘蛛网一般
分布，毫无安全可言；浓黑恶臭的污水顺山坡一
级一级静静地流向河中 , 原本清澈的河水也随
即变成了一条黑河。据当地群众反映，这里高峰
时小纸厂达 160 多家， 整治后还有 90 多家，目
前还有大约 50 家在继续生产，污水直接排放到
舜水河中。 记者找到当地一名陈姓村主任交流
看法，为何村里对这样大的污染熟视无睹，不出
面干涉？ 他脱口而出地回答说：“我们在这条河
流的上游，就算是污染也是污染下游。我们喝的
是上游的水，下游我们管不着！ ”听起来这是村
民代表的一句“心里话”，可这样的“心里话”实
在令人痛心疾首。

在一个稀土矿资源集中的山村，记者爬上山
顶，看到对面连绵的山峰上筑起两座形似碉堡的
圆形土包，不明何物。村民介绍说，那是外地人在
这里非法开采稀土筑起的洗矿池。 记者环视四
周，群山满目苍夷，裸露的山峦，千疮百孔；废弃
的稀土尾渣堆满山腰，任凭日晒雨淋。据了解，开
采稀土矿的废水流入农田将给农作物带来毁灭
性灾害，颗粒无收。

在谈到保护自然生态时，一位地方政府负责
人振振有词地对记者说， 我们这里地处边远山
区，交通不发达，经济不活跃，就只能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村民靠砍伐树木竹林来维持生计，是
一种很正常的事情……

正是由于一些村民的麻木不仁，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导致“五小企业”遍布山野；正是由于基
层个别领导干部脑海里有这种思想的存在，乱砍
滥伐，非法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时有发生，
甚至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记得有民谚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
干部”。由于个别领导干部环保意识淡薄，存在思
想误区， 从而影响了基层群众环保意识的形成。
环保意识的淡薄，让许多原本淳朴的村民只看到
了眼前的利益，一而再地允许黑心业主在他们土
生土长的村庄建起一座座的黑心厂房；环保意识
的淡薄，让不少企业主将污染型企业悄悄地转移
到偏远农村，继续危害一方；环保意识的淡薄，让
一些政府官员为了片面地追求 GDP 而不惜牺牲
环境换取自己的“政绩”。

记得去年 7 月在全省两型社会建设工作会
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曾经
义正词严地告诫各级干部 “污染是捞子孙的钱，
我们不能干这样的事，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发
展资源。 ”

由此可见，环境污染的治理，首要的先“治
理”好“头脑”。 只有思想改变了，环保意识就强
了，环境治理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小，我们的生活
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本刊记者 谢作钦 林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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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

“五小企业”实行小产业转移，从沿海地
区退出后不断向内地、山区、贫困地区转移。
以前我省严厉打击的类似于这种小造纸企
业，经过七年前集中整顿之后又呈现死灰复
燃的现象，这是非常严重的。 管理一放松，受
利益的驱动，又开始复燃了。 这些隐蔽的地
方一般都是生态保护区、源头区，一旦破坏
之后，就更加难以恢复，影响会更加深远。

我们在这次督查中看到， 这里还是过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掠夺式的发展方式。 现
在来看，矿山的开采，包括国家严令禁止的稀
土矿的开采， 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盗采的现象
出现。 虽然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打击，但是仍
旧屡禁不止。 要下大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吴正辉：

此次督查行动，看到那些“五小
企业”的现状，感觉太可怕了，应该
对这些小企业依法治理，坚决取缔。
同时，加强全民的环保教育宣传，鼓
励群众举报污染环境事件。 环境治
理问题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事情，
也是全民的事情，应依靠群众，发动
群众，一齐治理，向污染宣战。

“五小企业”死灰复燃比较严
重， 既有生态破坏又有环境污染，
这会对环境保护造成较大的压力
和影响，对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也
造成了较大的威胁。 这是不能容忍
的。

本刊记者 林淑芳 通讯员 陶政波

恢复生态环境 推进环境治理 记
者手

记
■ 谢作钦

环境治理的重点在“头脑”

本刊记者 刘雨娇

长沙启动野生蛇保护行动
推动餐馆零野生蛇目标

督查感言

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湘江母亲河源头奔涌而来的山泉激起一片“冰花”。林淑芳 摄

蓝山县新圩镇双何村谭建军造纸厂整治
现场。

蓝山县新圩镇岸山村廖昌璜选矿厂整治
现场。

新田县历史遗留镉钒污染治理项目植被正在恢复。 林淑芳 摄

3 月 16 日上午，环保志愿者们纷纷在“拒
食餐桌上的野生蛇”横幅上签字。 刘雨娇 摄

（本组图片由蓝山县环保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