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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东岸“ ”更璀璨
———长沙市天心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纪实

绿水青山守住了，金山银山也会悄然来临。
近年来，天心区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让天心收获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也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收获着越来越多的
生态红利。

天心区南托街道沿江村，长沙星南种植专
业合作社格外醒目。“80 后”的张维是这个合
作社成员之一。 以前，田地荒芜没人种，但现在
却成了创业的优质资源。“人们越来越重视绿
色环保，这里空气、土壤、水源质量都极佳，种

出蔬菜、葡萄、草莓、莲子味道好。 ”如今，星南
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1000 余亩， 形成战
略合作联盟土地 2000 余亩， 占沿江村土地面
积的近 80%。 涉及种植农户 100 余户，实现种
植户与当地农民年收入 1200 万元， 年产值近
2000 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天心区越来越
深刻地领会了这句话的含义，不断孕育出新的
优势，培育出新的动能。

打开天心区的产业版图，北边，长沙外滩
成型，楼宇经济、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热潮涌动。

省府新区，重塑功能完善，服务高端的省
府新区。

再向南，承担“生态优美、产城融合”重任
的暮云片区。 美丽乡村建设快马加鞭；地理信
息产业园中、中科遥感(湖南)科技园、湖南地理
小镇等项目纷纷落户，崛起千亿两型产业。

在生态文明理论的指引下， 长株潭商圈、
五一商圈、数字内容、创意设计、文化制造、体
育文化等产业……一个个“绿色产业”顶天立
地，经济发展方式在悄然转变。

生态建设，砥砺前行。 天心绿意盎然，绿色
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蔚然成风，天心区在
建设“融城核心 璀璨天心”的征途上必将行稳
致远。

陈新 周殷

湘江奔涌北去，一道急弯，
碰触长沙最南端的阁楼， 转身
回望， 孕育出底蕴厚重的商贾
古城，勾勒出一弯弯深绿。

这里是长沙市天心区，湘
江东岸一颗闪亮明珠。 走在街
巷村庄， 炽盛人文与绿色自然
融合，造就了天心的不凡气度，
将湘江东岸这颗璀璨明珠渲染
得更加耀眼。

穿行在天心， 我们听到了
很多“好声音”,看到了不少“好
办法”,也感受到干部群众正在
逐渐树立起 “绿水青山也是金
山银山”的新理念。

近年来， 天心区紧紧围绕
建设 “融城核心 璀璨天心”的
目标，大力实施“北提南进、服
务引领、民生造福”发展战略，
坚持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
赋予这片绿水青山以新的生机
和活力。

排污 7 天，处罚 9418.5 元！这是今
年 2 月，长沙一家消毒洁具有限公司领
到的罚单。

时间回到 2016 年 10 月 12 日，天
心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协同第三方监测
公司对长沙一家消毒洁具公司的总排
污口废水采样检测，监测发现该单位废
水中化学需氧量等指标均超过了国家
规定的标准，执法人员要求该单位限期
整改，并予以立案调查。

10 月 28 日，再次复查，监测结果
显示，废水指标仍然超过了国家排放标
准，长沙市天心区根据新《环保法》立即
启动了按日计罚的程序。

这是天心区铁腕治污的缩影。
天心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工作，区委书记、区长多次专题研究
环境保护工作，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
面全力支持、推进，深化齐抓共管环保
工作大格局。

“要以底线思维来看待环保工作，
坚决保持战略定力， 牢固树立系统理
念，以问题为导向，以铁腕手段来推进
环保工作。”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表示，
加强源头控制，进一步打好“防”的主动
战，切实落实治理措施，打好“治”的攻
坚战，强化创新工作机制，打好“管”的
持久战。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天心区
强势打好“防”“治”“管”组合拳，趟出新
路径。

防，从源头防起。
VOCs 即挥发性有机物。 汽车喷涂

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有机
物，对皮肤、血液、心肺等产生危害，而
且排至大气中会产生光化学污染，聚合
生成 PM2.5，形成灰霾。

从源头出发，今年天心区投入 450
万元在全区推广汽车 4S 店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工作， 完成 20 家汽车 4S 店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喷涂产生的有机废气
的综合去除率达 75%以上。

餐饮油烟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
来源之一。 今年，天心区开展餐厨油烟
净化综合治理试点工作， 投资千万余
元，向辖区内 5000 余户居民安装餐厨
油烟净化系统。

治，围绕老百姓关心的环境问题整
治。

水上餐饮、“十大”重点行业、小塑
料、小洗涤、小电镀等“五小”企业，还有
散煤制销点、混凝土搅拌站、非法洗砂
场全部关停或者迁离。

管，用最严格的制度，最重的铁拳，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天心区出台《天心区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规定（试行）》，落实管发展必须管
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的责任。 完善
环委会运行机制，制定《2017 年天心区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工作目标考核办
法》，健全考核、调度、督察、会商、约谈
等长效管理制度，继续深化“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人大政协监督、部门齐抓共
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保工作大格
局。

生态执法，持续发力。 持续开展环
保“四大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 今年以来，天心区办理环境违法
行政拘留案件 3 起，移送公安刑事案件
1 起。 办理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3 件，处
罚金额 10.67 万元，查封、扣押案件 11
件，停产限产 1 件，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立案 111 件，拟处罚金额 355.44 万元，
下达处罚决定书 100 件， 组织听证 3
件，结案 16 件。

早晨， 天心区福邸雅苑小区居民打开窗
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而在 5 个月前，因为
附近“零担港湾”夜市的噪音、油烟，大多数居
民不敢开窗。

噪音、油烟扰民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居民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后，天心区立即对
零担港湾取缔拆除， 并在原址兴建一座占地
650 平方米的现代化社区公园。

时间拨回到 4 月 24 日， 中央第六环保督
察组进驻我省，面对这场环保“大考”，天心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对于中央环保
督察组交办的问题照单全收，认真整改。

餐饮油烟、散乱燃煤、噪音扰民、黑臭水体
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天心区打响环保突出

问题“攻坚战”。
“要运用系统思维，强化措施、及时调度、

狠抓落实，按要求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并对配
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加大保障力度。 ”天心区
委副书记、区长谢进表示，要利用此次中央环
保督察机遇， 彻底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把
天心区的环保问题切实整改到位。

关键时刻显担当。特别重大的重点案件，由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包案处理；重大的重点案
件，由区委副书记或常务副区长包案处理；一般
的重点案件， 由联系街道的区领导或分管领导
或河长包案处理；多次重复投诉的案件，由联系
街道的区领导或分管领导包案处理。

压力传导，责任压实，每日接到信访件后，

分管副区长都会立即召开信访件交办、分析会
议，面对面将任务交办给各责任单位，并立即
组织人员核实举报内容，对于群众的心声和呼
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部署、交办、接件、处理、上报……不论是
区领导还是普通干部， 每天都加班到后半夜，
处理问题不过夜。

污染厂房关停了，油烟清新了、噪音消失
了、港子河修复工程正强力推进，一条全流域
景观生态河仿若清晰可见……天心区立行立
改，书写了一份群众满意的生态答卷。

续发力不松劲，督察整改不懈怠。 中央环
保督察期间，天心区共收到群众信访举报转办
件 181 件，全部办结，办结率 100%。 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 共对 339 家企业下达责改决定书，
立案查处企业 55 家， 解决了一大批百姓关注
的突出环境问题，强势震慑了污染企业。

卧在湘江中心的兴马洲，杨柳成行，绿树成荫，沙鸥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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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肺”暮云。 梅亚丰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市天心区环保局提供）

环境治理显成效铁 腕 治 污

用实干书写满意答卷“ ”督 察 大 考

“绿心”地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结合部。
湖南省两型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绿心” 面积
522.87 平方公里，涉及 9 个县市区和 5 个开发
区，总人口 26.27 万，是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

“绿心”“绿肺”。
天心区绿心面积有 57.65 平方公里， 包括

暮云经开区、暮云街道和南托街道，禁止开发区
17.03平方公里、 限制开发区 14.65平方公里、

控制建设区 25.97平方公里，人口约 14.6万。
从省政府出发， 沿着城际干道芙蓉路南

下，车行十多公里就进入了“绿心”地区。 这一
带全是低山丘陵，植被茂盛，郁郁葱葱。

绿心，生态厚重，也脆弱。
天心区织起保护网，全面落实《长沙市绿

心地区生态补偿办法》， 调动绿心地区各方保
护“绿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治理与保护，一项项加强绿心地区环境综
合治理的措施落实。

开展混凝土搅拌站绿色环保整治， 投入
8000 多万元进行绿色环保改造； 加强饮用水
源保护，对选定的饮用水源保护点设置了饮用
水源保护牌和农村环境保护宣传牌，采取措施
保护饮用水水井； 全面完成养殖污染治理，对
生猪养殖退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扶助，控
制本地养殖户的养殖规模。

不仅如此，天心区按照分类减量和资源化
的原则，就地从简，化整为零，做到有机垃圾就
地填埋堆肥、 可回收利用废旧物资集中回收、

有毒有害垃圾统一收集处置。
保护“绿心”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而是要

更有效的保护、更高品质的发展。
按照湖南省为“绿心”确立的“保护优先、

管理为主、适度开发”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天
心区执行最严格的产业准入、在保护与发展之
间寻找平衡，而“绿色”是唯一的标签。

以守护绿心为前提，暮云充分利用长株潭
地区现有的基础和集群优势和以及暮云的特
色产业基础，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地理
信息、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生态旅游四大绿色
主导产业，推进产城融合，打造长株潭融城示
范园。

在 2015 年 8 月，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落户
天心区暮云经开区，入驻“绿心”保护范围，折
射着该区“守护好长株潭生态绿心”的绿色发
展实践。

如今，在“绿心”的腹地暮云经开区，湖南
地理信息产业园正加速成型，以守护绿心为前
提的“绿色”产业在这里极速聚集。

同时，暮云发展山水度假、运动休闲、健康
养老、文化休闲、会展旅游、都市旅游等项目，
打造暮云片区“天蓝、地绿、水净、安居、乐业、
增收”的宜业、宜居、宜游生态形象。

天心区乡村越来越美丽。 图为许兴村水
源保护井。 范远志 摄

持续涵养长株潭“绿心”“ ”严 守 红 线

绿水青山捧出金山银山“ ”产 业 转 绿

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