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版式编辑 冉 明

09

陈新 余南

金秋十月，风景这边独好。
从繁茂的岳麓山到美丽的梅溪湖， 从繁华的城

区到宁静的乡村，连绵的绿色，从深山幽谷蔓延城市
乡村。

绿色，长沙市岳麓区的主色调，也是发展最靓丽
的底色。 这里生态资源丰富， 全区拥有森林面积
4795 公顷,森林覆盖率 52%；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水质达标率为 100%；空气质量优良率高于 75%。

今天，绿水青山，不仅仅是岳麓区的“金名片”，而
且已成为岳麓区可持续发展的“摇钱树”、“聚宝盆”。

党的十八大以来，岳麓区不断强化生态自信，在
建设“长沙西引擎、西高地”的征程中，找准在长沙发
展格局中的“岳麓道路”新定位，全面推进“三融共
进，五化同步”，推动绿色崛起、绿色富区、绿色惠民，
绘就了一幅生态秀美的新画卷， 谱写了绿色发展新
篇章。

行走岳麓大地，探访这些变化，令人欣喜，给人
启示。

天朗气清，秋风送爽，岳麓区秀美的风光和怡人的景
致吸引着越来越多目光。9月 24日至 25日，2017年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长沙岳麓区梅溪湖畔
召开，作为会议举办地，岳麓区的绿色和活力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时间拨回到 2015 年 7 月 6 日，岳麓区委、区政府出
台了《长沙市岳麓区生态补偿试点实施方案》，补偿试点
对象为生态工字型廊道、长株潭绿心保护区、靳江河及其
支流流域两侧范围内的岳麓区涉农行政村。 好生态不吃
亏，2016 年，岳麓区 27 个纳入生态补偿试点范畴行政村
获得生态补偿资金 1922.2万元。

求木之长，必先固其本。 为了加强环境保护，岳麓区
不断“种出”新制度。 从不让生态饿肚皮的“生态补偿”，再
到坚决守住生态底线的生态保护红线；从“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建立齐抓共管环保大格局，到引导树立绿色政绩
观的“绿色 GDP”；从积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到
“1+2+4+1”的河长制模式，岳麓区环境保护工作步步紧
逼，不断调整与加压，为生态文明建设织起了严密保护的
“笼子”，成为全区上下一心提升环境质量的行动指南。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环保执法监管。 为了守住蓝天
碧水，岳麓区压减燃煤、淘汰黄标车、整治排放不达标企
业，持续推进清霾、碧水、静音、净土四大环保行动，攻坚
克难，铁腕治污。

今年以来，岳麓区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74 件，办结 30
件，实施停产限产 7 起，查封扣押 5 起，按日连续处罚 1
起， 依法移送环境犯罪案件 1 起， 移送公安行政拘留 3
起。 一系列的环保重拳出击，带来更多蓝天碧水。 岳麓区
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与 2013 年相比，2016
年 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 31.7%。

特别在 4月 24日到 5 月 24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来湘
督察期间，岳麓区以责任担当和执着的追求，让岳麓的底
色更加翠绿。

环保督察，这既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环保大战，也是一
次关乎民生福祉的“大考”。 岳麓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迅速反应，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为组长的
岳麓区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和以区委书记为
顾问、 区长为组长的岳麓区配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协调联络组。 协调联络组下设 7个专项工作组， 抽调 29
人集中办公， 负责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涉及岳麓区相关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确保了交办事项及时接收、及
时转办、及时处理、及时收集、及时回复。 区直相关单位和
各街道（镇）相应成立了协调联络机构，全面保障中央环
保督察配合工作。

臭气消除了、噪音消失了、油烟没有了……岳麓区全
力以赴开展“大环保”行动，书写了让群众满意的生态答
卷。 督察期间，岳麓区共收到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
办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220 件， 于 5 月 31 日全部办结，办
结率 100%， 共责令整改 52 家、 立案处罚 35 家、 罚款
11.538 万元、立案侦查、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各 1 人，约
谈、问责 11人。

“岳麓区是山水洲城最为典型的体现者，在提升生态
环境保护水平方面，我们应该站前排，当主力。 ”岳麓区委
副书记、区长刘汇表示，要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共同体”
理念，加强保护意识，让老百姓共享这种绿色生态福利。

从城市到乡村，从森林到田野，造绿复绿、拆违控违、
老旧小区提质提档、河道治理、绿心保护等一个个关于民
生的项目大手笔次第展开， 正努力将岳麓区的生活绘成
幸福的原色。

———三年造绿复绿，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岳
麓区开放绿地 9.4万平方米，增加绿量 9736 平方米，金星
路、云栖路、雷锋大道等 21条道路绿化全面提质。 每一条
道路不仅是交通动脉还是旅游景点， 实现了“车在林中
走，人在绿中行”，行走岳麓，处处生机盎然。

———推进拆违控违，让环境更美丽，城市更靓丽。 今
年以来， 岳麓区共拆除历史违建 469 处、93591.11 平方
米；控制新增违建 197处、32087平方米，一栋栋违法建筑

倒下去，一片片浓荫绿地长出来。
———老旧小区提质提档，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经过

长沙市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考核， 岳麓区首批启动改
造的 17 个社区全部达标，其中橘子洲街道学堂坡社区等
7个社区被评为示范社区，银盆岭街道火炬城社区等 6 个
社区被评为先进社区。 今年，岳麓区计划完成 34 个社区
提质提档，其中 10个老旧社区将实施环境综合改造。

有了环境获得感，就有归属感，更有参与感。
在浏阳河、龙王港、湘江长沙区域段，张运和站在河边

观察水质，蹲下身采集河水，用笔在本子上认真记录。 30年
环保志愿服务的经历，他走遍了长沙大河小溪，对这些水系
的一草一木都熟悉。在张运和的影响下，在学校、在社区、在
街道、在机关，越来越多的人请他去讲环保课，传播环保理
念，2016年，在岳麓区，他一年讲了 80多场。

30年坚守，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9月 14日， 岳麓区银盆岭街道绿色营创建活动在潇

湘大道裕湘纱厂前坪正式启动，100户家庭成为绿色营首
批成员，吹响了向环境污染宣战的号角。

9月 26日上午， 岳麓区环保局在西湖街道龙王港社
区中心花园开展了“树木认养”志愿服务活动，引导群众
植绿、增绿、爱绿。

在社区， 几位奶奶组成环保宣传队自创相声宣传环
保；在湘江西畔，环保志愿者带着铲子、扫把、火钳、垃圾袋
等工具，对河道的垃圾开展“净滩”行动；在校园，岳麓区深
化区校共建，搭建“岳麓区生态文明讲师团”巡回演讲平
台，吸纳高校环保专业教授 2 名、团队 2 个，在全区各单
位、企业、学校开展环保知识宣讲近百场次；连续 10 年联
合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的“高校环保文化
节”活动已成为区校共建的品牌活动，在全国影响广泛，
受众学子达数万人。

……
在岳麓区，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环保，不断厚植绿色

发展根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坚持

绿色发展，岳麓区将永远是山清水秀的美丽之地。

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真的就如哈姆雷特
式的两难选择，只能二选其一吗？ 对于这一点，岳麓区看得
很清楚。

如何平衡生态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岳麓区委书记
周志凯给出答案：“岳麓区是长沙的大公园、大花园，是山
水洲城独特风貌的典型代表。我们将加倍珍惜岳麓区的生
态资源，加快找到‘点绿成金’的切入口，用‘生态好牌’打
成‘发展赢牌’，推动实现绿色崛起、绿色富区、绿色惠民。 ”

不止于发声。 岳麓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生态文明理
念。

依山而建的白墙黛瓦、彩色艺术的沥青道路、水车下
停泊的乌篷船、树影婆娑、蓝天碧水……走进岳麓区学士
街道学华村，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美丽乡愁。 很难想
象，这里以前污水横流、垃圾乱堆。

以前，学华村村民陈凯在村里养了 100 多头猪，随着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他在村里盖起了一
家集餐饮住宿一体化的民宿酒店， 还在屋前种了中国古
代莲、东湖红莲、红台莲等 100 多个品种，让游客吃饭之
余，在碧莲湖畔散步，采摘莲子，这些收入比养猪收益更
高，这让陈凯看到了奔头。

点“绿”成金，生态也能当饭吃。 如今，学士街道生态
旅游搞得热火朝天，把美丽乡村与产业发展、村民致富融
汇起来， 致力将岳麓农趣谷打造成为都市农业观光旅游
区和全国首家“农村迪士尼”，向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前进。

学士街道农趣谷是岳麓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一个鲜活样本。 近年来，岳麓区顺势而为，立足资
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提出推动产业融合、产城融
合、城乡融合“三融共进”，着力新城国际化、产业高端化、
城乡一体化、治理现代化、民生普惠化“五化同步”，突出

发展高端商贸、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现代金融、检验检测、
都市休闲农业六大特色主导产业，更加主动地爱护“绿”、
懂得“绿”、用好“绿”，把生态美带动新业态，把生态优势转
变为发展优势。

好生态配“绿”产业，良好的生态正在为岳麓区的发展
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湖南省检验检测特色产业园，项
目正在火热建设。今年上半年，吸引了 11家检验检测企业
入驻园区，目前已集聚检验检测企业 72 家，获得检测资质
认定企业 41家， 年营业收入千万元以上企业有 30 余家，
一座“中国中部检验检测之都”即将起航。

此外，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长沙银行、吉祥
人寿等多家优质金融机构总部入驻岳麓区湖南金融中心。
今年上半年，13 家金融机构及 12 家基金抢滩湘江西岸，

全区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02.76亿元，产业越来越“绿”。
实践证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带来的不仅是绿水青

山，更带来了金山银山。
2016年，全区实现 GDP912.19 亿元，同比增长 9.8%；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29.22 亿元，同比增长 16.0%，增速及
总量均排中心城区首位 ；2017 年上半年 ， 全区实现
GDP435.33 亿元，同比增长 8.5%，处于全市前列，其中，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以及财
税增幅、进度、质量均位居中心城区首位。 绿色崛起、绿色
富区、绿色惠民正成为现实。

岳麓区用精彩的故事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正转化为吸引新兴产业、高端人才、
项目资金的强大磁场。

———长沙市岳麓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开辟发展新境界

踏歌来秀美岳麓

不 懈 坚 持 守住“绿水青山”

转 型 智 慧 换来“金山银山”

执 著 追 求 共享“绿色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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