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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在湘潭市十六
总湘江码头，“绿色卫士” 湘潭大队在湘江江
面上开展“绿眼”巡查行动，十几位环保志愿
者乘坐两艘船，沿着湘江巡查饮用水源地、排
污口，收集船上油污，清理湘江垃圾。

“绿眼”巡查行动组织者之一罗劲松，是出
勤率较高的一名志愿者。 这些年，他已经记不
清在湘江边走过多少路程。为了宣传保护母亲
河，湘江全境都留下他徒步行走、跑步、骑行、
漂流的身影。“环保公益之路很辛苦，但这一切
似乎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市民的环保意识也
在逐渐加强。 虽然我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能
挺身扛起湘江儿女的责任和担当，我已感到十
分满足。 ”罗劲松欣慰地说。

2013 年，环保志愿者保护湘江“绿色卫
士”行动计划启动，沿湘江 8 市建立了志愿者
标准化的工作站， 在湘江流域设置了 141 个
志愿者守望监测点， 其中饮用水源和湘江干
流、支流的守望点有 48 个、重点企业 93 个，
统一设置了标识标牌，由“绿色卫士”定员定
岗开展监督。 截至目前，“绿色卫士”环保志愿
者共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达 3000多次，经查证
属实的有 1100多件。省市相关部门根据志愿
者的举报， 责令停产关闭 67 家污染企业，对
320 家企业实施罚款以上行政处罚， 有效打
击了环境违法行为。

通过广泛宣传发动， 形成湘江保护与治
理的合力。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
湖南日报、湖南卫视、新湖南客户端、红网、华
声在线、时刻新闻客户端等中央、省级新闻媒
体派出多路记者， 密集采访报道湘江保护与
治理情况。 省人大“三湘环保世纪行”把湘江
流域保护作为重点宣传主题， 省政协也将湘
江保护与治理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 社会
各界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参与，每年各级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围绕流域保护与治理提出大
量宝贵建议提案， 各类环保公益组织踊跃参
与流域保护具体实践， 湘江保护与社会力量
有机结合到一起， 逐步走出一条有湖南特色
的流域保护之路。

这 5年，省委、省政府站在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的角度，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创新有湖南特色的
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砥砺奋进，干在实处，扎
扎实实推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

从靠山吃山， 到养山富山， 守住青山绿
水，省“一号重点工程”成为新发展理念在湖
南的生动实践。

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湘江，正在
重回身边、重现眼前。

绘就水美湘江新画卷
我省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 “一号重点工程”，走

出一条有湖南特色的“河长制之路”———

董洁平

2012 年 9 月， 省第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第 31 次会议通过了 《湖
南省湘江保护条例》；2013 年，省
委、 省政府成立由时任省委副书
记、 省长杜家毫为主任，3 位省领
导任副主任，26 个省直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和湘江流域 8 市市长
为成员的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
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一号重
点工程”，实行“一部法”统领、“一
把手”推动、“一盘棋”谋划、“一江
水”同治，取得了显著成效。无论是
工作内容、组织架构，还是推动模
式、工作机制，省“一号重点工程”
都与河长制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全

面推行河长制积累了宝贵经验。
独具特色的湘江保护与治理

实施近 5 年来，湘江流域共实施重
点治理项目 2768 个，干流 500 米
范围内 2273 户规模畜禽养殖场
全部退出 ，清水塘 、竹埠港 、水口
山、锡矿山、三十六湾等重点区域
整治取得突破性成果。2016 年，湘
江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
93%，Ⅱ、Ⅲ类水质占总河长的比
例达到 98.7%， 流域保护与治理
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6 年 8 月， 杜家毫在调研
“一湖四水”保护与治理情况时，要求
认真总结省 “一号重点工程”———湘
江保护与治理的成功经验，逐步向资
水、沅水、澧水和洞庭湖区推广。

“以前，湘江的水上漂浮着垃圾，水质堪
忧，时而发出腐臭味道，极为难闻。 现在，放眼
看去，干净多了。 这得益于株洲市从整体上推
进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 让株洲重现碧水蓝
天。 ”株洲市水务局负责人如是说。近年来，株
洲市统筹规划，修建集防洪、道路、交通、景
观、生态为一体的堤防 130 多公里，统筹建设
万丰湖、云峰湖、神龙湖等 10 大城市内湖，把
湘江株洲城区两岸建成城市的亲水长廊、市
民的亲水乐园，构建了点线相合、相得益彰的
城市水生态体系。 2014年， 株洲市被纳入第
二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

按照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的思路，省政府
印发了《<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 实施方
案》，确立了湘江保护与治理的“任务书”“路
线图”“时间表”，明确了近期“抓源头、畅河
道、建制度”、中期“强治理、重监管、调结构”
和远期“优化、巩固和提高”的工作思路，通过
实施 3 个“三年行动计划”，打造湘江流域“山
清、岸绿、河畅、水净”的优美环境。

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 环境质量的安全
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线，它们在湖南版图
上被清晰勾勒。“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
同体，终于不再被人为割裂开来。

省“一号重点工程”实施以来，湘江流
域各地把治水与治山、治林等结合起来，强
化水源工程建设， 完成涔天河水库扩建等
流域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和 3640 座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 新增蓄水能力近 20 亿立方
米；深化矿区源头和矿山尾砂污染治理，加
快推进矿区复绿工作； 大力推进沿江造林
增湿，完成人工造林 876.5 万亩、封山育林
1300 多万亩， 建成 1 处国际重要湿地、34
处国家湿地公园、17 处省重要湿地及湿地
自然保护区构成的湿地保护网络， 湿地保
护率达 72.64%。

站在海拔 1000 多米的三十六湾主矿区
山顶，放眼四周，青山叠翠，蓝天白云。昔日车
水马龙、乱采滥挖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三十六湾矿区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发矿
产，至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 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这里处于采矿鼎盛时期，悬崖峭壁上布
满了蜂窝似的矿洞，梯级选矿工场依山而建，
各种简易工棚鳞次栉比，40 多条索道从这个
山头连接到那个山头，白天人声鼎沸，晚上灯
火通明。 非法采矿产生的废水毫无遮拦地倾
泻而下，随意堆放的废石、废砂、废渣经山洪
冲刷流入河道；锌、铅、锡、砷等重金属含量严
重超标的浊流， 经三十六湾两江口奔泻至湘
江二级支流甘溪河(下游称“陶家河”)。

随着省“一号重点工程”强力推进，一场
“休克式”环保风暴席卷三十六湾地区。 上千个
采矿、选矿点全部关停，近 3000间厂棚拆除、
销毁。 此后，郴州市以及省水利厅、省环保厅等
协同联动，一方面规划先行，组织编制了《郴州
三十六湾及周边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实
施方案》等一系列方案和规划；另一方面，坚持
循序渐进、突出重点的原则，把民生保障工程、
工业点源污染治理、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历史
遗留问题处理等列为重点， 总共投入 12亿多
元，启动三十六湾地区综合治理项目 30个，三
十六湾地区矿山开采秩序整治取得压倒性的
胜利。

省“一号重点工程”实施以来，湖南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株洲清
水塘关停企业 106家， 湘潭竹埠港完成修复
受重金属污染土壤 20多万立方米，衡阳水口
山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固体废弃物填埋
场， 娄底锡矿山历史遗留砷碱渣无害化处理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目前，湘江流域五大重金
属污染重点区域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成
果，湘江流域内关闭涉“重”企业 1182 家，镉、
铅平均浓度较 2012年下降 50%以上。

“这水比以前干净多啦！”衡阳市珠晖区东
阳村养殖大户王益民，掬起一把清澈透亮的湘
江水欣慰地说。

10 年前，王益民来到湘江边的东阳村，投
资办起了养猪场，年出栏生猪 100 多头。“数
量不多，污染可不小。 ”提起这个事，王益民至
今仍感羞愧，“粪便直排湘江，形成一条数十米
长的黑臭水体带。 ”2015 年，湘江流域启动规
模化畜禽养殖退出工作，在政府工作人员劝说

下，王益民成为附近养殖场中第一个签订拆迁
合同的养殖户。 拿到补偿金后，他重新在衡南
县的饲养区建起了养猪场， 并在政府帮助下，
采用先进技术，不仅实现粪污“零排放”，收入
也实现了提升。

省“一号重点工程”实施以来，湘江沿岸 8
市 67 县统一行动，全面加强工业、农业、城镇
生活污染源头防控， 斩断了包括他的猪场在
内、流向湘江的条条“乌龙”。 目前，湘江流域建

成污水处理厂 91座、 垃圾处理设施 84处，其
中 32座污水处理厂完成了污水排放标准一级
A提标改造；72个产业园区（工业聚集区）完成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完成黑臭水体整治 35
处，13952 个养殖场已全部退养，1894 艘船舶
加装污水收集处理装置，81对高速公路服务区
完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4332亩退耕还林还湿
全面启动，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等
农药、化肥减量措施覆盖面越来越广。

穿长沙城而过的湘江静静地流淌，往日喧
嚣、杂乱的河道已成为记忆中的图景。 湘江非
法采砂曾经一度十分猖獗，“一艘功率一千马
力的采砂船，每日挖砂收入可达上十万元。”一
位业内人士透露。 受暴利驱使，整治前湘江两
岸河道采砂遍地布网， 非法采砂船无证开采、
过度开采、乱采滥挖盛行。铁铲过处，河道千疮
百孔，砂堆林立，污水横流，给当地供水安全、

航运安全、生态安全、防洪安全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近年来，长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河道及
砂场综合整治行动，市水务、海事、城管、公安
等部门联合成立 200 余人的执法队伍， 并配
备执法艇等执法装备，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执
法检查。

重拳既出，乱象渐去！经过整治，湘江长沙

综合枢纽库区范围内 140 余家砂场全部被拆
除，40 余艘采砂船全部清退，并投入 3000 余
万元，对河道进行了清障和岸线生态披绿。 如
今，湘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河道采砂乱象就
此根除。 同时，为全面规范砂石生产、经营秩
序，长沙市还新建 6 家大型砂石基地，采取国
内首创的封闭式工厂化生产工艺，得到水利部
高度肯定，并在长沙召开全国河道采砂管理现
场会。

省“一号重点工程”实施以来，省政府持续
推进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及规范化管理。湘江流
域各地严格水域岸线管理，大力规范河道采砂
秩序，严厉打击非法采砂。 株洲县黄龙内港非
法淘金、衡东县非法砂场侵占河道破坏河堤等
问题彻底整治到位；流域内 1000 多艘采砂船
减少了一半以上，湘江干流长沙至衡阳段全面
禁采，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库区长沙境内采砂船
全部取缔；长沙市、衡阳市等地规范化砂场相
继建成投运，“岸上分筛” 砂场建设积极推行；
各市县城区河段和重要交通要道的采砂尾堆
基本清除；岳阳、株洲等地通过北斗卫星或高
清摄像头，对河道采砂作业、配载环节实行全
天候、全方位监控；“安全河流、健康河流、清洁
河流、生态河流”的目标正在加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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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长沙段，美不胜收。 童迪 摄洣水衡东县杨林镇湾头洲村河段。 童迪 摄

常宁市水口山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现场。 童迪 摄

位于蓝山县湘江源国家森
林公园境内的三分石， 将水流
一分为三， 是湘江正源和珠江
源头的分水岭。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