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战篇： 应势而发与时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已 60 多次谈到
生态文明，牢固树立了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
念和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蕴
含着一个朴素道理：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变
成了“盼环保”，从“求生存”变成“求生态”。 全国一盘棋。
省委书记杜家毫到湘抓的首件大事便是湘江的保护和
治理工作，并要求以此推动“一湖四水”的全面综合治
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青山常驻、绿水长流
的魅力富饶新湖南！ ”宣言掷地有声，省委、省政府在治
理环境的强大决心势必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整治的巨浪。
2014 年，洞庭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将“生态”置
于“经济”之前，题中之义更加显而易知。

名山、名水、名楼，交相辉映，相辅相成，被称为岳阳
招商引资、旅游支柱产业发展的“金色名片”。 然而，过度
开发使水生态遭到破坏， 吞吐长江的畅通能力开始弱
化，水天相接的宜人美景逐渐失色。 岳阳市委、市政府历
届班子都高度关注着洞庭经济的长远发展、 可持续发
展。 时任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现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应对“一带一区”重大发展机遇时思路清晰，他表示
“无论是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还是加速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发展， 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坚守生态底线，保
护好青山绿水，保护好生态环境，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
要的”。

明灯引路，“一极三宜”江湖名城建设的总体规划为
洞庭湖整治带来了驱动力，为进一步提升“江湖名城”的
品牌地位，岳阳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对洞庭
湖采砂运砂秩序开展整治的工作任务。

走在岳阳城内的大街小巷，尤其是与生活阅历丰富
的出租车司机交流，他们对洞庭湖环境的关心可能会超
出你的想象。“水好像变得越来越浑浊了，来来往往的船
特别多，湖面显得一点也不开阔，而且也很不安全。 ”汪
师傅在岳阳开车 20 余年了， 见证了港口经济的昌盛繁
荣，也目睹了“一碧万顷、沙鸥翔集”的日渐消失。 和他有
同样感受和心理落差的，是数百万的岳阳人。

风雷涌动，整治行动已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民生
所需。

行动篇： 建功有我伴风月

湘江、东洞庭湖采砂运砂秩序整治，既是“洞庭风
雷”行动的续曲，也是重拳整治砂石采运的新篇，非大志
不足以挑重担。“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这是省
委书记杜家毫在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会上曾说过的一

句话。 岳阳的领导者和海事工作者始终牢记着杜家毫书
记的讲话精神。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
深切明白：一抓就必须抓到底！ 无论日常事务有多繁忙，
他总会奔波在洞庭湖水域查看实地情况，和整治行动组
的同志们一起商讨研究。 岳阳市地方海事局一名负责人
记得相当清楚：“市长主持召开了 4 次专题会议，反复斟
酌酝酿后才最终确定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定指导
思想（统一目标、统一时间、统一指挥、统一力量、统一行
动五个“统一”）、定班子、定时间(3 个月的整治期限)、定
任务。 ”

关注程度决定推进速度。 在市委、市政府“行动要
快，措施要硬，效果要实”的统一指挥下，19 个部门单位
都迅速明确了各自职责，统一了工作目标任务：采取“上
推、下移、外迁、中分流”的方法，把部分船舶的锚泊上推
到扁山以上；部分船舶必须停靠在七里山以下，七里山
的船舶要减少 80%以上；把部分船舶外迁到湖北监利的
新砂石过驳锚地；在七里山水域实施分道航行，最终实
现砂石资源开采规范减量、 运砂船舶锚泊定点控量、水
域通航安全有序、水上监管严格有力的局面。

号角吹响山河动。 9 月 22 日，风和日丽，洞庭湖水
域联合整治行动誓师大会在岳阳市地方海事局举行。 岳
阳市地方海事局、岳阳楼区政府、岳阳海事局、岳阳市水
务局、岳阳市公安局、岳阳市畜牧水产局等单位共 200
余人参加大会，全部整装出发。 誓师大会当天，即刻派出
5 支执法队伍对非法采砂运砂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旌旗摇动须担当。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人人担责。
分管市级领导岳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熊炜为
整治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为加快整治进度，
他和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陈正文坚持每天来回督查，共
召开 16 次工作协调会研究具体问题的对策， 提出了关
闭非法砂石码头、开辟新锚地等重要工作举措。 岳阳市
地方海事局会议室、办公室常常彻夜灯光通明，制定了
10 多个紧急方案，打印了上万份宣传资料，饭没吃、觉
没睡已经成为常态。 因为初期整治成效不明显，局长李
白才如坐针毡，吃不下、睡不着，压力大。 领导的要求一
次比一次高，督查一次比一次严，通报一次比一次实，主
管领导暗访一次比一次勤，有个月市级领导指导督查多
达 27 次。李白才的父亲是在行动期间逝世的，头天把父
亲送上山，第二天便抹干眼泪又上班。 认准了的事，就要
坚定不移地干，舍我其谁的信念凝聚着岳阳各级领导干
部的奉献精神、担当精神。

披星戴月苦作战。“行动搞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工作
人员就坚守了多久，几乎是昼夜作战，晚上值守巡逻，白
天继续执法打击， 我们虽不是军人， 但有军队般的纪
律。 ”奋战在基层一线的七里山锚地管理处主任边疆说。
打击非法采砂，严控锚泊数量和地点，规范浮吊作业，打
击非客船非法载客…… 每项任务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以及精力，岳阳水域年船舶流量超过 30 万艘次，是
全省平均数的 4 倍，锚地面积不到 7 平方公里，一线执
法工作人员日常任务本就十分繁重，开展集中整治已是
超负荷工作。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常常与恶劣天气作殊
死搏斗。 肖木生是岳阳楼海事处负责人，他一直无法忘
记 11 月 7 日在扁山水域对非法改装吸砂船实施强制拆
除时的恐惧感，“当时起码有 7 级以上强风，我和工作组
其他成员共 32 人参加行动，风的响声震得耳膜发痛，站
也站不稳，说实话，心里还是相当害怕的，但硬着头皮只
能上，任务是必须完成的。 ”险重方显志坚，他的眼神里
流露出作为一名“水兵”的自豪感和光荣感。 正是这份可
贵的自豪感和光荣感， 锻造了这支队伍钢铁般的意志，
促使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 身患严重肾病的副局长杨德
华走下病床，参加了战斗。 不少身体抱恙的干部自始至
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没有双休、公休假、没有昼
夜，他们坚持了下来，苦熬了下来，为雨后的阳光而埋头
奋斗着。

众志成城齐建功。 这次水上联合整治行动再次展现
出岳阳市地方海事工作队伍的强劲合力。 按照统一行动

的部署，5 个行动小组、5 家执法单位联合出动， 组织了
两次大规模集中行动。 10 月 10 日，岳阳市委常委、统战
部长、副市长熊炜带队在七里山沿线非法砂石码头实施
联合执法行动，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岳阳楼区政府、市公
安局、市城管局、长江修防处、市交建投等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执法人员共 150 余人参加。此前，岳阳市政府《整治
市中心城区沿湖砂石散货码头的通告》已宣传发放至砂
场老板，并有工作人员对砂石码头所有人和经营人下达
了执法文书， 限期自行对砂场设施和砂石进行清理，但
是执法行动依然被当成“小打小闹”未引起重视。 参加行
动的执法人员统一着装，表情严肃，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关闭城区东风湖、 长江修防处、 洞庭非金属矿码头等 5
个非法砂石码头，封闭了 3 个码头通道。 在执法过程中
乃至执法结束后，仍然不断有利益受损、情绪激动的阻
工人员妨碍执法，24 小时值守在码头的工作人员笑称
自己每天都是“水深火热、苦中作乐”。 另一次集中行动
也同样经历了几番波折。 要保生态、保环境，同时要保证
安全，大幅减少浮吊船的数量已是必然趋势；但是岳阳
港发展至今， 年水水过驳社会物资已经达到 3000 多万
吨，并每年保持 7-10%的增长速度，这期间，浮吊船舶发
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洞庭湖的浮吊清理行动效果一直不
乐观，驱而复返的现象十分严重，数量居高不下。 为抓住
根本、治好源头，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和其他执法部门历
经无数个不眠之夜研究措施， 与 64 条浮吊所有人进行
过 10 多次艰苦谈判，挨户登船发放、解释市政府《整治
浮吊船舶作业秩序的通告》， 终于制定出组建一个浮吊
船舶经营公司的有效措施， 决定进行浮吊规范化经营。
团结就是力量。 在整治行动组集体的通力合作下，200
人的执法队伍于 11 月在洞庭湖开展的一次浮吊集中大
清理将整治推向了新高潮。

挥出的拳头究竟重不重？ 一组数据就能说明： 仅 3
个月时间， 行动组各相关部门单位共出动执法人员
3500 余人次，开展各类督查巡查 600 余次，捣毁非法采
砂机具 50 件，查处违法违规采砂行为 40 起，查处违法
违规运砂行为 52 起，刑事拘留 8 人，行政拘留 6 人，卸
载砂石 160 万吨。 大规模、高频率的综合执法对打击非
法采运砂石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 此外，还重点对
洞庭湖大桥以下非客船载客开展了专项行动，共制止无
证非法渡运船只 400 多艘次，劝离乘客 1000 余人。 这
些数字， 无一不在证明岳阳市开展整治行动出的狠招、
用的狠劲。

成效篇： 慎思笃行利千秋

11 月 9 日， 洞庭湖前阶段整治工作接受了国家部
委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检阅，省委书记杜家毫高度肯
定了岳阳在洞庭湖整治上取得的工作成绩，认为出色完
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

采砂量有效控制了！ 关停 6 个砂厂，5 个砂石码头，
岳阳全市采砂量由 7500 万吨已经减少到 4000 万吨。

运砂船舶大幅减少了！ 根据规费稽查台账统计数
据，以前每天有 400 多条运砂船运营，现在每天平均保
持在 130-160 条，大幅下降。

船舶锚泊定点减量了！ 原七里山砂石过驳基地顺利
迁移到长江仙峰水道水域，已运行近一年时间，锚地运
转通畅、秩序规范；运砂船停泊区下移至蒙华铁路桥以
下，七里山水域的船舶锚泊量减少了至少 200 艘。

航运秩序明显好转了！ 锚泊区和作业区实行功能分
区，按照定区、定量、定类的“三定”原则，对船舶实行分
类分区管理，加强重点区域监管，并对扁山至城陵矶水
域 12.5 公里航道实施分道航行， 进一步保障了航运通
畅。

浮吊船舶管理规范了！ 公司组建方式、运营方式，由
岳阳市政府把关审核， 通过评估将浮吊淘汰减少至 30
条，实现统一管理，彻底转变了长期以来“各人自扫门前
雪”的浮吊作业状况。

“前段任务完成得漂亮，后段要求只会更高。 ”新分
管整治工作的岳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候选人杨昆
完全能够体会上级领导对整治工作寄予的殷切期望，他
在阶段总结会上强调道：“一定要坚持经济效益与环境
效益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既要保证航运经济又好又快，
又要保护好洞庭生态环境，落实盛荣华同志和刘和生同
志的指示，以阶段性的成绩为起点和基础，进一步扩大
整治成果。 ”

领导的赞扬声、工作的风雨声、群众的拥护声，都已
经记载在前面的历史画卷，已经身经百战的老海事人在
新的起点上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维护洞庭生态，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他们接下来的任务也不会轻松，如何建立

“疏堵结合”的长效机制来保障水域更清洁、航行更安全
将会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破浪南风正，收帆畏日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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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对于辖有 2300 平方公里水域的岳阳来说，发展离不开水。 作为南北水路交通的要

冲，西通巴蜀，南下沪宁，北达中原，南至岭南，岳阳一直是三湘四水货物通衢集散宝地，现有港口企业 68 家，水路运输

企业 48 家，水路运输辅助业企业 55 家，水运经济在全省稳居“领头雁”之位。

发展的势头日益强劲，但始终保持着“先忧后乐”精神的巴陵儿女又展开了新的思考：经济成绩固然喜人，生态环境

的远景却令人担忧。 岳阳是远近闻名的采砂大市，亿吨大港的货物吞吐量就含有 70%左右的砂石，采砂、运砂过度超量，

洞庭“母亲湖”能否堪此重负？ 运输船舶超量超载带来的隐患会不会有损名湖形象？

有此忧虑的并不是“微斯人”，明湖映天光、笙歌登渔船的美好生动景象引人入胜，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岳阳印象”

中。 连月以来，岳阳市抓牢“保安全”、“保清洁”两把利剑，大刀阔斧、全力以赴地开展湘江、东洞庭湖采砂运砂秩序整

治行动，唱响了还原“一湖清水”的主旋律。

岳阳市级主管领导奔波在整治一线。（左一为岳阳市政府副市长李
激扬，右一为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陈正文，中为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局长
李白才） 沈弯 摄

督查重点水域锚泊作业秩序。 (右二为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
右一为岳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熊炜，左二为岳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陈正文） 沈弯 摄

岳阳楼 尹明伟 摄

庄严的誓师大会 沈弯 摄

洞庭晨曦 尹明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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