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雪峰山与武陵山脉之间， 有一个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的城市———溆浦，这里特产资源丰
富，享有中国水果之乡的美誉；东周战国时期的
屈原流放到此曾写下千古传颂的《涉江》、《山
鬼》等楚辞名篇。

5 月 28 日，本刊记者有幸来到了溆浦县黄
茅园镇金中村，探访了这里令人陶醉的美景，感
受其流传千年的古朴风韵， 特别是这个小山村
所展现出来的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的爱护，
令人动容。

走进金中村 邂逅美丽桃花源

金中村坐落在雪峰山脚下，风景秀丽，景色
宜人，是怀化市溆浦县黄茅园镇中心地带。明清
时期这里就形成了以黄茅园镇为中心的集市，
不仅如此，它还是中方、洪江、溆浦三县边陲的
重要交通枢纽。 现在该村总有土地面积 4.1 平
方公里，辖 15个村民小组。

5 月 28 日，记者一行从长沙出发，经岳临
高速转沪昆高速，驱车三百多公里，行至金中村
村口，只见一条干净整洁的乡村公路直通村里，
放眼望去， 田地里嫩绿的秧苗与四周环绕的青
山相得益彰，而在这层绿的底色上，插秧的农民
或蹲或站，或一列列整齐排好秧苗，或天女散花
般将秧苗抛撒出去。 三五成群的小鸟儿矗立在
田间的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叫唤着，与田间劳作
的人们共同谱写出一曲“农忙协奏曲”。

踏入金中村，无论是村里造型古朴的农舍，
还是环绕着村庄清澈见底的河流， 抑或农舍前
精心打理的盆栽，都不禁让人驻足围观。从高处
俯瞰，豁然开朗，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点缀其中，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远离喧嚣的都
市，踏入这片宁静美好的土地，感受这里安详静
谧，颇有几分世外桃源之感。

村民齐心合力 携手打造大同村庄

深入金中村，整洁的街道院落便映入眼帘，
而每户门上显眼的清洁标签甚是引人注目。

据了解， 金中村每个月都会开展卫生整洁
评比活动,且村委会成立了环卫整治领导小组、
环卫监督小组，不仅购置了垃圾桶，还配备了一
辆专用垃圾车，每天按时清运垃圾到填埋场，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 6 万元用于全村环境卫生保
护。

金中村支部书记唐忠勇介绍说：“评选出最
清洁的家庭、清洁家庭和最不清洁家庭，会以标
签的形式贴在每位村民的门上。 对不清洁的农
户，村委会将对其罚款，而连续三次评为文明卫
生户、清洁户的，村委会将给予奖励，进行表彰。
村民们都签订了《环境卫生清理保洁承诺书》，
承诺屋前房后卫生自觉打扫， 每周自觉参与义
务清扫活动，整洁环境，从我做起。 ”

此外， 为使保护环境的观念真正融入村民
生活， 金中村村委会每年会给全村 15 个小组、
658户村民发一封公开信。 这也是一项“村规民
约”的公开制度，其中明确了奖罚条款，并在村
部中心、院落中心张贴，使每个村民养成“讲究
卫生、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虽然当初并不是
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些环境卫生保护协议，但是，
这几年我们明显地感受到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大家垃圾不乱丢了，山青了，水秀了，地也更干
净了，住起来比以前舒服了，村里人也就都信服
这些协议了。 ”面对日益优美的环境，一位李姓
村民高兴地对记者说道。

记者顺着小道一直往前走发现， 村庄里没
有一家大门是紧闭的，一群孩子在嬉戏追打，时
而跑到这家瞧瞧，时而追到那家闹闹，自由地穿
梭在各个村户的房前屋后，十分开心。记者跟随

着他们的踪迹，驻足在一家贴有“最清洁”标签
的村民屋前。门前，一位老爷爷和老奶奶坐在小
凳子上享受着慵懒的阳光， 看到记者盯着门上
的“最清洁”几个字的时候，脸上洋溢着自豪的
笑容， 老爷爷指着门上的标签说：“我们家已经
好几个月都是最清洁户啦！ ”孩子们听到后，不
约而同地对记者喊道：“我们家也是最清洁的，
我们家也是最清洁的……” 并急着要拉记者往
他们家里去一看究竟。

行走于金中村，这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且人外出户而不闭。 此情此景，难道
不就是孔子口中的大同社会吗？

壮大集体经济 带领村民奔小康

近年来， 金中村依靠村集体投资及村民集
资，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村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不断改善。唐忠勇透露，2006年以来，村
民们共集资 122 万余元， 硬化了 4.8 公里的村
级公路和里弄巷道，基本实现水泥路入户；更换
全村所有旧木电杆和老化的电力线路， 新装
160 千瓦大型变压器；维修全村主要干线渠道，
改建水渠 500 多米、 水坝 4 座； 修建容量 180
立方米自来水塔、铺设输水管道，为全村家家户

户和镇中学引入优质的山泉自来水； 建成占地
1480平方米、 建筑面积 3600 平方米的高标准
村级组织活动中心。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村
民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了。

“通过这些措施，村里的道路、电路、水路，
路路畅通，最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让老百姓的心
路畅通了。 ”唐忠勇自豪地对记者说，他还介绍，
金中村将继续抢抓发展机遇， 让村民的生活迈
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同时还将继续加强环境卫
生和生态保护工作， 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比
翼齐飞。

不仅如此，金中村还利用当地的优势，坚持
经营出效益，利用土地和市场等资源，壮大集体
经济。 2010 年，金中村在修建村级组织活动中
心时， 修建的 11 个临街门面全部为村集体资
产，全部租出，年租金 4万余元。 2011年村里通
过融资和市场运作，投资 300万元，修建一座占
地 6000 平方米的轻钢结构新型农贸大市场，
每年为村里增加集体收入 11万元。目前该村拥
有固定资产逾千万元，每年都有 20 万元以上的
稳定收入。 为群众办实事奠定了较好的经济基
础，并连续两年获得怀化市农村经济发展“百强
村”称号。

大同金中村 溆浦新桃源

1、环境诚信企业（32 家）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浏阳市中南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株洲建设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株洲虹波有限公司
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衡山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衡山信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衡阳瑞达电源有限公司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赞宇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常德力元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茂林化有限公司
怀化市全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金大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芷江分公司
湖南红太阳电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双峰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吉首污水

处理厂
湘西自治州天源建材有限公司

2、环境风险企业（123 家）

湖南同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经阁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玉潭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双华纸业有限公司
宁乡永清环保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雨花区)
浏阳市菲达宏宇热能水务有限公司
茶陵县湘南皮革有限公司
湖南有色集团湘东钨业有限公司
株洲特种电焊条有限公司
株洲宏德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威特力电池有限公司
株洲市酒埠江特钢有限公司
攸县酒江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兆亮电镀有限公司

湘潭市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湘乡诺力新科材料有限公司
湘乡市嘉联锌业有限公司
湘乡市信诚制革有限公司
湘乡市鑫兴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湘乡自力冶金建材有限公司
中材湘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常宁市污水处理中心
湖南省康华化肥工业责任公司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
湖南荣桓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春昌有色选冶有限公司
衡南县污水处理厂
衡阳市鼎力铅业有限公司
衡阳远景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衡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水塘铅锌矿
湖南金叶烟草薄片有限责任公司
祁东县鸟江大岭铅锌矿
衡阳建滔化工有限公司
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山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衡阳中盐天友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白沙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电力分公司
耒阳市诚松有色金属再生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中制药有限公司
邵东县和天电镀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立得皮革有限公司
湖南省邵阳宝兴科肥有限公司
绥宁县宝庆联纸有限公司
新宁县麻林八角纸厂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华信人造板有限公司
湖南井田人纸业有限公司
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临湘市钟杨选矿厂
岳阳环宇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黄金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岳阳万鑫黄金公司
湖南中南黄金冶炼有限公司
平江格林莱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平江县方园矿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巴陵石化分公司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汉寿县华乐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澧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常德青峰煤矿
湖南盛节节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石门县城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桃源杰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桃源县漆河镇欣运蓄电池厂
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中材常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兴达冶化有限公司
张家界景丽华实业有限公司景丽华冰淇淋厂
安化县同心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华昌锑业有限公司
南县污水处理运营管理公司
桃江县古杉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桃江县振兴再生纸业有限公司
纳爱斯益阳有限公司
益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市资阳区华兴再生纸业加工厂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沅江分公司
沅江市金太阳纸业有限公司
沅江市三眼塘恒发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东港锑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东安安太锰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中大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莲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宝达食品有限公司
安仁县永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郴州市宏源肉业有限公司
桂阳锐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桂阳县丁源矿业有限公司
临武县环鑫有色金属加工开发有限公司
临武县南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湘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湖南良田水泥有限公司
靖州金大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天源污水处理投资有限公司
中方县联谊造纸厂
芷江化肥工业公司
湖南湘峰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金富源碱业有限公司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涟源市海川达水务有限公司
湖南煤化新能源有限公司
娄底市自来水公司第二生活污水处理厂
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花垣县峰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首市立希纸业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成美建材有限公司
永顺县鸿升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鑫海锌品有限公司
泸溪蓝天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泸溪县弘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环境不良企业（103 家）

长沙河田白石建材有限公司
湖南友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金苹果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茅栗特种造纸厂
湖南省宁乡县胜民造纸厂
宁乡县华宇纸业有限公司
长沙市三地连粉业有限公司
湖南正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浏阳市宏鑫矿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品和锌材料有限公司
株洲市益铭漂白粉制造有限公司
湘潭县恒盛化工有限公司
湘潭县玉桥化工有限公司
湘乡皮革工业园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陈氏精密化学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口山宏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力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衡阳霖海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神龙矿业有限公司
共创实业集团衡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耒阳市南玉有色冶炼有限公司
湖南亚华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隆回县滩头镇曙光造纸有限公司
邵阳市郊东养殖场
邵阳市双清区华恒包装纸厂
邵阳市双清区华惠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绥宁县华硕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山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邵阳市先锋纸业有限公司
湖南博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临湘市鲁湘酒精有限责任公司
平江县康鑫矿业有限公司
阳光乳业第五牧场
阳光乳业第一牧场
常德湘闽牧业有限公司
湖南胜芝化工有限公司
临澧凯迪生物质电厂
临澧县合口造纸厂
临澧县合口镇春楠造纸厂
临澧县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临澧县玉成牧业有限公司
湖南九峰实业有限公司
石门县中美矽砂矿
常德市明胶二厂
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澧县乾能炉料有限公司
慈利白竹峪镍钼矿
慈利县宏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慈利县顺康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万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污水处理中心
张家界奥威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市北洲子金北顺造纸厂有限公司
湖南七箭啤酒有限公司
益阳长青制革有限公司
益阳市朝阳百顺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口味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银华商贸有限公司
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江永县大泊水铅锌矿
江永县潇湘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丰汽车内装饰有限公司
永州市九嶷骄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广丰农化有限公司
永州市天顺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宁远县辉腾纸业
祁阳县畜牧场
永州九星化工有限公司
桂阳县利和矿业有限公司
桂阳县青兰富民铜锌多金属矿有限公司
桂阳县青兰乡八八四矿
桂阳县青兰乡长塘铅锌矿有限责任公司
香花岭锡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永兴县坤乾冶炼厂
永兴县长丰冶炼厂
永兴县宏达冶炼厂
永兴县黄泥贵金属有限公司
永兴县金洋铅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荣鑫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银辉贵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永鑫银业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鑫泰银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新宏大钒业有限公司
会同县宝庆恒达纸业有限公司
新晃县顺发铁合金有限公司
沅陵县长青鑫发钒业有限责任公司
沅陵县长青鑫发钒业有限责任公司株木山分公司
沅陵县友诚实丰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娄底华星锑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化县广源锑业有限公司
娄底市伯菲特锑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嘉星锑业有限公司
新化县阳星锑品冶炼厂
保靖县天和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靖县锌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轩华锌业有限公司
湖南振兴股份有限公司
花垣县振兴硫酸厂
吉首鸿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龙山县塔泥乡王家棚煤矿
泸溪县麻溪口水泥厂

为“建设美丽浏阳，
打造幸福家园”， 浏阳
市环境保护局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严 把 污 染 物 减 排 关 ，
“十二五” 期间实现主
要 污 染 物 总 量 减 排
6000 吨，并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着力提高
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当
好环境安全的守护者。

主要污染物减排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项重要约束性指
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得好，该区域可持续
发展能力则强，反之则
弱， 就需要控制发展。
“十二五”期间，浏阳市
环保局通过结构减排、
工程减排等措施，相继
完成水污染物减排项
目 32 个，大气污染物减
排项目 19 个，完成化学
需氧量减排 4329.1 吨，
氨氮减排 371.7 吨 ，二
氧 化 硫 减 排 1105.88
吨 ， 氮 氧 化 物 减 排
192.61 吨。

近日，本刊记者在
浏阳市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了解到，为完成主
要污染物年度综合减
排目标任务，该水泥厂
于 2013 年初动工改造，
对一条日产水泥熟料
5000 吨的水泥生产线实施脱硝技
术的嫁接改造， 该工程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通过长沙市环保局验
收，目前该条生产线经浏阳市环境
监测站监测，脱硝率为 85%，同时
该条生产线通过脱硝整治后，能实
现年氮氧化物年排放量与产生量
差距达 1072 吨。

据了解，通过加强节能减排工
作，浏阳市有望实现年度城区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 96%以上，河流出境
断面水质及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
达标率 100%。

（刘雨娇 尹志刚）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3年度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湖南省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我厅组织开展了全省 2013 年度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工作，评价范围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上市

公司、日常环境监管中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以及其他自愿参评企业，共 1512 家。 其中，156 家企业因已经关闭不纳入评价，178 家企业因停产或处于整改建设期间暂缓参评，实际评价企业 1178 家。
根据 2013 年度各企业环境行为信息，经企业自查自报、省市县环保部门逐级审查、省环保厅公众网公示等程序，评定环境诚信企业 32 家，环境合格企业 920 家，环境风险企业 123 家，环境不良企业 103

家。 现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布，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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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县黄茅园镇的新农村风景秀丽。 谢正午 摄

为创建生态宜居城市， 改善生态环
境，提升城市品位，优化人居环境，实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怀化市于 2010 年
开始实施“碧水青山蓝天”工程，该工程
在金中村得到很好的落实， 为全面推进
水环境的保护工程， 该村多次组织专人
对河道进行整治，对“河边”进行绿化，同
时于今年投入环境卫生资金 6 万元，用
于修建 30 个居民生活污水处理池，并积
极开展绿化造林，封山育林等工作。

2011 年，金中村被评为溆浦县“环境
卫生达标村”。 2012 年获得省司法厅、民
政厅“法制示范村”称号；2013 年获怀化
市环境卫生整洁“先进村”；获得溆浦县
2011 年至 2013 年连续三年“环境卫生整
洁示范村”称号；连续两年被怀化市委、
市人民政府授予农村经济发展“百强村”
称号； 被怀化市委组织部评为优秀基层
党组织；溆浦县“五个好”村党支部；“十
佳”村党支部等荣誉。

相关链接

说明：全省环境合格企业、暂缓参评企业和不参评
企业名单详见湖南省环保厅公众网：
网址：http://www.hbt.hun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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