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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9月21日上午，湖南省迎
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
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省环保厅党组书
记、 厅长王一鸥发布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成就的
相关新闻并答记者问，省环保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谢立也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过去5年来 ，我省环境质量发生了哪
些变化 ？

答 ： 2013年以来，全省空气主要污染
物浓度大幅降低；城市降水酸雨频率和
浓度双双下降；地表水水质整体呈好转
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政府专门印发了环
境质量考评办法，对市县两级大气、水环境
质量进行全面考评和通报， 对存在环境质
量问题的市县政府，采取专函警示、约谈、
区域限批和督查问责等多种形式进行问
责。实践证明，这是推进环境质量改善行之
有效的手段。

空气质量方面，今年1月至8月，全省14
个市州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 可吸入颗粒
物（PM10）的平均浓度分别为14微克/立方
米、68微克 /立方米， 比 2013年分别下降
65%、29.9%。 像发达国家曾经在重污染时

期，PM10下降二三十个百分点， 少则用了
10年至20年，多则20年至30年，我省在3年
至5年能下降29.9%，可谓变化非常大。

空气质量的改善带来城市降水的变化：
今年1月至8月， 全省城市降水的pH均值为
5.01，比2013年改善了0.6个pH单位；城市
降水的酸雨频率为56.8%， 比2013年改善
4.8个百分点。

水环境质量方面，今年1月至8月，全省
地表水419个省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Ⅰ～
Ⅲ类水质断面占90.7%；Ⅳ类及以下水质断
面占9.3%。与2012年同期相比，Ⅰ～Ⅲ类水
质断面比例提高5.4个百分点，Ⅳ类、Ⅴ类和
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下降 2.2、2.0和
0.9个百分点。

我省环境质量还存在一些问题：
大气方面，14个市州没有一个城市的

PM2.5指标达标；长株潭城市群冬春季节大
气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在其他大气主要污
染物下降的同时， 臭氧已成为影响全省城
市空气质量主要污染因子之一。

水环境方面，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
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养，主
要污染物为总磷；个别“水十条”国家考核
断面长期不达标问题突出， 如湘潭涟水入
河口、益阳桃谷山和大通湖等断面，大通湖
断面平均值低于“水十条”考核3个目标水
质类别。

问 ：今年4月份中央环保
督察组进驻我省 ， 这项工作
取得了哪些成效 ？

答 ： 今年4月24日至5月
24日，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
察组对我省开展了为期1个
月的进驻督察，7月31日，向
我省反馈督察意见。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 自觉坚决抓
好中央环保督察各项工作落
实， 得到了中央第六环境保
护督察组和国家环保督察办
的充分肯定。

省委、 省政府做好这项
工作主要采取了几大举措———

一是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 一岗双责”，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推
动形成了“管行业的要管环保、管发展的

要管环保、管生产的要管环保”的环境保护
齐抓共管大格局， 切实提升了各级各部门
及党政领导干部对环保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和责任担当。

二是通过强力手段推动各级各部门主
动作为，严格环境监管执法，倒逼企业落实
治污责任，形成打击违法排污的高压态势，
规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责任的法律意识和
自律意识。

三是借力中央环保督察，结合我省环
境治理战役 ， 推动解决一批全省面上的
和历史遗留的突出环境问题；同时，通过
加强规划布局和疏堵结合 ， 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如，中石化益阳分公司油库码头位于资
江益阳中心城区段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建于上世纪60年代，距自来水水厂取水
口很近， 对益阳市中心城区饮用水安全构
成重大威胁。通过中央环保督察，趸船输油
附属物及与之相关的配套设备设施已全部
拆除到位， 输油趸船驶离了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四是通过受理信访举报和推动解决群
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有效回应了人民
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迫切期待和重
大关切。

如，2015年以来，邵阳县下花桥镇的合
山养殖场，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与当地群
众矛盾。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将其作为第
一批群众信访件进行交办。 邵阳县委对合
山养殖场环境污染事件存在失职行为的28

名公职人员进行追责。短短1周时间，该养
殖场转运生猪1.45万头，全面完成污染防治
设施升级改造。

截至9月17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
交办的4583件信访件， 已办结4576件（其
中，完全办结4200件，部分办结376件），办
结率99.85%；责令整改企业4025家，立案处
罚1223起，罚款金额6854.25万元，立案侦查
136起，行政、刑事拘留180人，约谈1379人
次，问责1370人次。在前三批被督察的23个
省份中，我省在立案侦查件数、拘留人数、
约谈人数、 问责人数等4个方面均排第一
位。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我省的76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3个，其余63个正在按
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问 ：从2013年以来 ，我省一直在推进实
施湘江保护与治理省 “一号重点工程 ”，请
问这项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

答 ：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2013年，省
委、省政府将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一号
重点工程”。2013年至2015年， 第一个三年
行动计划共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 1013
家，实施1740个整治项目，湘江干流长株潭
江段两岸1000米范围内、其他江段500米范
围内的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
封堵排污口近100个。

2016年至2018年为第二个“三年行动
计划”实施期，主要目标是全面深化工业企
业污染整治， 全面治理干流和主要支流两
岸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 全面实施各县市
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全面完成重点区域
企业搬迁、关停和遗留固废治理，实现湘江
水质继续全面好转。2016年已按计划完成
整治项目628个。

这5年来取得的成绩， 可以用4个“明
显”来概括：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湘江干流从2014
年起实现重金属浓度全面达标。2012年，湘
江干流 、 支流断面水质达标比例分别是
88.81%、79.2%；今年1月至8月，已分别上升
到97.8%、97.1%。

湘江流域产业结构明显升级，主导产业
已由过去的有色、钢铁、化工、造纸等产业，
升级为轨道交通、汽车制造、电子科技、机
械制造等高技术含量产业。

各级各部门环保责任意识明显增强。省
市县各级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
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问题进行统筹
协调。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探索建立了湘
江流域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污
染治理第三方运营、 多渠道投融资等工作
机制。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明显提升。株洲清水
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
湾、娄底冷水江等老工业区加快转型步伐，
湘江流域正朝着“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

的美好愿景迈进。
问 ：环境治理战役写进了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 ，6月份召开了环境治理推进会 ， 请问
目前这项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

答 ：今年全省两会期间，省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切实打好脱贫攻坚、转型升级、
环境治理三大攻坚战役”。“六·五”环境日，
许达哲省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要求坚决
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让三湘大地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

省环保厅建立了“五个一”的工作制度
（即一月一调度，一月一考评，一月一会商，
一月一通报，一月一交流），取得较好实效。

一是强力推进水环境污染治理。印发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推进省“一号
重点工程”向“一湖四水”延伸，实施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整治“五大专项行动”“十大重
点工程”。全省实施整治项目511个，已完成
69个，在建341个。全省完成黑臭水体整治
67处，开工70处。全省170个产业园区有102
个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全省305个
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中， 有48个已完成验
收，135个已建成。

二是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截至8月
底，已淘汰燃煤小锅炉663台，合计1701.8蒸
吨；完成12台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完成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66家。

三是启动实施土壤污染治理。出台《湖
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划定3679个
农用地详查单元， 在全国率先完成农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点位布设。2016年、2017
年度启动的62个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如
期推进， 加快推进常德土壤污染综合防治
先行区建设。

问 ：我省是农业大省 ，我省农村环境在
过去5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

答 ：近年来，我省按照“整县推进、以
县为主、以奖代补 ，因地制宜 、注重实效 ”
的原则，在全国率先提出以县（市、区）为
基本单元整体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
前，全省有农村区域的126个县市区（含县
级管理区） 已全部启动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实现全省覆盖。其中，22个县市区通过
验收，纳入省政府绩效考核的4000个村环
境综合整治全部完成。 全省126个县市区
1.48万个农村行政村中， 有农村保洁员
60588名。

农村环境明显改善。污水直排、垃圾成
堆的问题，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解决。

群众环保意识逐步提高。从最开始的政
府引导，到现在主动要求搞好周边环境，农
村地区群众正在形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
惯。 多数农村地区逐步建立环境保护长效
机制， 有些县专门出台了农村环境整治奖
励和惩罚政策。

守护绿水青山，打好环境治理战
———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122017年9月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也

湖南日报 9月 2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艳 ）“我们将发挥优势，创新资金
筹集方式，3年中向两个示范点投入3.77亿
元以上资金，建设好田园综合体。”浏阳市
财政局负责人近日向记者透露， 由该局牵
头的田园综合体试点方案与相关概念规划
均已出台， 试点工作已在全国率先紧锣密
鼓地进行。

7月19日，国家财政部下发通知，2017年
将在湖南、河北等全国18个省份开展田园综
合体建设试点，其中，由浏阳市永安镇和官渡

镇联合申报的“浏阳故事 梦画田园———田园
综合体建设”试点项目获批，成为此次湖南省
两个获批项目之一。

浏阳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 田园综合体
的概念，源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
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益，集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
过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
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据介绍，浏阳申报的田园综合体有两个功

能区。位于永安镇芦塘村的“童话湾里”功能
区，围绕老种子搜集储存、研发培育、繁育推
广、体验品尝、农产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将重
点打造中华老种子博览园、 老种子主题民宿、
老种子美栗谷等支撑项目，探索一条以“乡贤
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发展
新模式。“诗画中州”功能区则是以官渡镇竹联
村、浏阳河第一湾为核心区域，分为桂园国际
美食体验园、浏阳河第一湾观光体验区和客家
风情民宿体验园3大板块， 形成中州美味系列
与山水风光、民宿风情系列。

3年中向两个示范点投入资金逾3.77亿元

浏阳打造田园综合体
湖南日报 9月 21日讯 （记者 陈薇 ）

昨天，“东方之珠———香港回归20周年湖南
油画家写生展” 在长沙市图书馆开幕，100
件风格各异的油画作品展现了今日香港的
美丽。

据湖南省油画学会副主席蔡国胜介
绍，这些作品均为实地采风作品。曲湘建、
蔡国胜、姜向东、石强、童柯敏、彭慧、胡大
虎、吴忠光、沈磊、陈晓声、李海华、肖育12
位湖南艺术家参加了由湖南省当代油画
院、 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组织的
“香港回归20周年湖南油画家赴港采风交

流团”活动，在香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写
生采风。

现场展出的100件作品或写实或写意，
充分反映了这12位油画家的不同艺术追求，
呈现了风情万种的香港。据悉，此次展览将
持续到9月26日结束。

“东方之珠”油画展再现香港风情

水 环 境 质 量
总体保持稳 中 向
好。2017年1-8月，全省
地表水419个省控断面达标水
质比例达90.7%， 比2012年同
期提高1.9%（按可比断面）；地
级城市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为97.6%。

2012年，湘江干流、支流断
面 水 质 达 标 比 例 分 别 是
88.81%、79.2%； 今年1-8月，
已 分 别 上 升 到 97.8% 、
97.1%。

今 年
1-8月 ，全省城
市空气质量平均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5.4%，同比2015年
提高8.1%， 其中长
株 潭 这 一 比 例 从
2013年的 55.3%提
高 到 今 年 的
78.5%。

节 能
降耗和 用 地
规模实现 “双下
降”，“十二五”期
间全省单位GDP
能 耗 累 计 下 降
25.45% ， 单 位
GDP建设用地消
耗量下降
37.62%。

“十二五”
治污减排超额完
成 国 家 下 达 任 务 ，
2016年化学需氧量 、
氨氮 、二氧化硫 、氮氧
化物比上年分别削减
2.82% 、3.07% 、8.11%
和3.51%，继续保持超
额完成任务的态势。

全 省
建成县以上城镇
污水处理厂 148
座、 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场 110
座， 基本实现县
城以上全覆盖。

01

02

03 04

05

制图/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