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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南洞庭芦苇
场摞刀口站石灰山洲子上。刘
落满正挥舞着油锯机将面前
的欧美黑杨一棵棵放倒，“从
前我们这里鱼肥鸟多，这些欧
美黑杨长起来后，鸟都不搭窝
了，对环境损害太大了！ ”

刘落满砍倒的是自家前
些年种下的 2.3 万棵欧美黑
杨，为此，他组织了 2 台挖机、
4 台油锯机 、20 多名砍伐工
人， 预计在 30 个工作日内全
部砍倒运走。政府要清退南洞
庭湖核心保护区的欧美黑杨，
刘落满主动配合，没有一点犹
豫。

在沅江，保卫洞庭湖生态
环境，已经成为了自上而下的
共同意识，打开沅江市政府网
站，几乎可以看到市委、市政
府主要负责人每天在为洞庭
湖奔波的身影：“市委书记陶
德保来到共华、草尾、阳罗镇
察看水质情况”；“副书记、代
市长杨智勇深入南洞庭湖水
域调研环保整改工作……”21
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对全市
每一条河流负责。

“水是沅江的魂！”陶德保
说， 守护南洞庭湖的生态环
境， 要像保护自己的母亲一
样，用心、用力、用情，市委、市
政府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实施新 《环保法》 为契机，将
“建设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
作 目 标 ， 全 市 上 下 按 照
“12345”的总体思路 ，统筹推
进“一个抓手、两大建设、三个
拆除、四个退出、五项治理”专
项整治行动，强力攻坚洞庭湖
生态环境治理。

目前来看， 这场保卫战，
沅江初战告捷，一个可以佐证
的指标是：今年，南洞庭湖湿
地的候鸟来得比以往早，来得
比以往多，甚至连珍贵的白琵
鹭也数以百计的在此现身。

柏威 刘洪 陈雯

沅江地处洞庭湖腹地，汇聚“湘资沅澧”四
水，湖洲水域 175万亩，南洞庭湖湿地 97%在境
内， 躺在洞庭湖怀抱中的沅江被人羡慕的称做
“洞庭明珠”， 然而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
活动的干扰，洞庭湖破坏环境、无序开发等违法
行为时有发生， 使得与人民生活唇齿相依的古
云梦泽，成为生态环境告急的“危情之湖”。

洞庭湖有“福”，党和政府对它投注了关切
的目光。 2014年 4月，加快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打造更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正式上
升为国家战略。作为环洞庭湖区的次中心城市，
沅江市抢抓机遇，加快发展速度，强化大环保格
局。出台了沅江市环境保护“一规定一办法一通

知一方案”，即：《沅江市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
（试行）》《沅江市较大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
办法（试行）》和《沅江市环境网格化监管实施方
案》，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责任体系，全面推进全市环境保护工作。

新《环保法》实施后，市委、市政府对环境
保护工作的重视更是前所未有、 力度大大加
强。 今年先后成立了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和中央、 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统
一领导协调环保工作，形成全市一盘棋。 先后
召开市委常委会 3 次、政府常务会 4 次，主要
领导召集专题调研调度会议 12 次， 强力推进
环境保护工作。

同时，强化工作保障，落实环保执法人员
着装、执法车辆，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编制和专项
工作经费 230 万元。 强化考核问责，将环保工
作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至 8%， 对没有完成
环保整治任务的单位、 生态环境考核一票否
决，考核结果与干部工作绩效、选拔任用直接挂
钩。 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环保工作， 对作风
不实、工作不力、效果不明显的严肃问责、坚决
追责。 浩浩江南，泱泱湖畔，沅江党委、政府已
充分认识到洞庭湖综合治理是一项惠民、利民
之举，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新一轮洞庭
湖综合整治的进军号角响彻到了每一个沅江
人的心上。

提高政治站位，扛起生态建设大旗

10 月 25 日，陶德保率市文体广新、林业、
海事处等部门单位负责人深入南洞庭湖水域
调研环保整改工作。 在黑泥洲附近水域，陶德
保登上正在此处值守的市水务局砂石执法大
队黑泥洲中队的生活趸船，对执法队员说希望
他们继续严格执法、严格管理，做生态洞庭湖
的忠诚卫士。

去年来，全市上下按照“12345”的总体思
路，统筹推进“一个抓手、两大建设、三个拆除、
四个退出、五项治理”专项整治行动。

“一个抓手”是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总抓
手，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治理，确保内湖 3 年达
到三类水质， 特别是浩江湖 2018 年达到三类
水质。 目前，全市均已纳入市级河长制范围，21
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 负责 16 条河流、5 个湖
泊；381 条沟渠、214 处塘坝、17 座小型水库分
级纳入镇村长制范围，实行一河一档、一河一
策。 聚焦“水资源管理、水域岸线及砂石管理、
水污染综合防治、水环境综合治理、河湖水生
态修复、执法监管”等六大任务，扎实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坚决完成省河长办下达的 19 项年
度重点任务。 同时，保障基础工作经费，坚持
“按时、分步、科学、节约”原则，确保河道保洁
经费真正发挥作用。

“两大建设”包括城乡污水处理厂建设和
固体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 目前， 该市投资
9600万元的污水处理厂二期已投入试运营，投
资 2.5亿元的第二污水处理厂正在施工； 草尾

镇、南大膳镇、四季红镇污水处理厂前期工作
准备就绪，预计年底开工。 今年年底，拟选址草
尾镇和平村的垃圾焚烧发电站也将动工。

今年 5 月 7 日下塞湖矮围节制闸成功爆
破，标志着洞庭湖内面积最大、跨域最广的矮
围退出历史舞台。 拆除矮围是“三拆”中一项重
点工作，另外两项是网围和迷魂阵。 进入决战
时期，沅江进一步强化日常巡查监管，乡镇一
周一巡查，市拆围办一月一巡查，镇场街道属
地管理，坚决防止反弹。 要求对浩江湖周边个
人侵占的湖汊矮围， 年底前完成情况甄别，并
分类处理。对洞庭湖沅江水域尚未拆除的 5590
个布围毫蔸、31.27 万根竹篙、137.5 万米网片，
年底前全部拆除。

“四个退出”：一是湖泊退出水产精养。 目
前， 仅胭脂湖 230 亩水产精养面积未退出，还
有部分乡镇未解除合同，要确保湖泊水产精养
年底全部退出。 二是市内水域退出珍珠养殖。
目前， 全市 8 个乡镇 20 处 10580 亩珍珠养殖
水面，还有 6 处 2500 余亩未拆除。 要坚持“谁
发包、谁负责”原则，进一步完善法律程序、严防
反弹。三是自然保护区欧美黑杨退出。坚持“谁
发包、谁负责，谁承包、谁砍伐”原则，按照“积极
主动、依法依规、确保目标”工作思路，保证洞庭
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21336 亩欧美黑杨和
3000 余亩苏柳 12 月 31 日前全部砍伐， 缓冲
区、实验区逐步退出。四是禁养区畜禽退养。 目
前，全市禁养区内 87%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已完

成退出，其余部分务必在 11 月底前退养到位，
限养区和适养区 2018 年 10 月前整治到位，同
时逐步开展畜禽粪污改造升级，降低养殖污染。

治理采砂和砂场码头、治理城区水环境和
黑臭水体、治理工业污染和船舶污染、治理粘
土砖厂和各类扬尘、治理农村卫生环境和沟渠
淤塞属于“五治”范畴。 目前，全面禁止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敏感水域河道
采砂，全面清理整顿采砂船只，所有采砂工程
船一律停靠安全水域。 在治理城区水环境和黑
臭水体方面，把城区水环境治理作为城建“一
号工程”， 全面加强排污配套和雨污分流管网
建设，年底前出台黑臭水体治理总体规划。 在
治理工业污染和船舶污染方面，在建成第二污
水处理厂的基础上， 做到重污染企业零准入；
加强危化品水路运输管理，严格控制船舶污染
物排放， 强化船舶污染物专业接收和监管，年
底建成两处船舶污染物收集点。 对于粘土砖厂
的治理，同样一手治理一手引导，督促 14 家关
停企业尽快拆除轮窑、完成烟囱爆破，8 家整治
企业按要求整改到位、达标验收前不得恢复生
产，其余 2 家已停产企业待调规后处理。 农村
环境和沟渠淤塞的整治初见成效， 全市、 乡、
村、片四级垃圾处理工作网络已经建立，乡生
活垃圾处理一体化机制逐步健全。 11 月中旬
完成乡镇样板渠建设，经益阳市验收后，以样
板渠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迅速掀起沟渠塘坝清
淤增蓄建设高潮。

保护“母亲”，要用心用力用情

沅江的洞庭保卫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今年 1 至 9 月，全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83%， 同比提高 5%；3个省控断面水
质为四类，除总磷指标外其余为二类，洞庭湖
与城区“五湖”水体水质明显好转。 接下来，该
市要在加速整改进度、巩固整治成果、严格监
管执法，推进长效管理机制的基础上，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

6月中旬，湖南·益阳首届生态文化旅游暨
水上运动节成功举办， 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沅
江，其境内的南洞庭湖湿地、五湖连通国家湿
地公园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烟波浩渺的南洞庭湖上，碧波悠悠、芦苇
深深的自然风光一览无遗，独具湖湘特色的渔
耕文化令人沉醉，为期三天的节会上，中国赛
艇大师赛、水上特技表演、畅游南洞庭等水上

活动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了这片水乡大地的迷
人风采。

实施中心城区五湖连通及沿湖绿化、亮
化、净化工程，沅江投资 20 亿元。 目前，城区
“五湖” 已申报成为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和国
家 3A级景区。 今年，沅江市又投入 13 亿元以
上，立足“生态水城”定位，加速推进胭脂湖连
通，重点开发浩江湖、胭脂湖“城镇旅游特色新
区”，打造“五湖连通”升级版，做大做精中心城
区，实现“两江六湖”一体化。

凭借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
沅江着力打造“洞庭湖国际湿地生态旅游”品
牌，生态水城尽显新魅力。 琼湖街道办事处万子
湖村通过打造乡村旅游、 渔业文化和南洞庭湖
湿地风光有机结合的特色旅游产业， 这些年来
从居无定所的“天吊村”逆袭为“绿富美”的新农
村，今年国庆长假期间，该村接待游客 8000 多
人次，收入 40余万元，比去年同期翻了两番。

大湖浩浩汤汤，沅江斗志昂扬，沅江的魂
是水，希望在水。 沅江将在省、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全面深入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治，以切实
的整治成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洞庭明珠”，魅力水城

4 月 1 日上午 10 时，沅江市白沙大桥附近
的志盛砂场成功拆除。

5 月 7 日， 沅江市漉湖下塞湖矮围节制闸
成功爆破，随着一声巨响，3 万多亩湖洲重回洞
庭湖怀抱。 陈雯 摄

11 月 1 日， 沅江市全面铺开沟渠塘坝清淤
增蓄行动，图为泗湖山镇清淤现场。

10 月 21 日， 沅江市南大膳镇华胜村外堤水面上，2400 亩珍珠养殖退出进入
攻坚阶段，确保年底全面退出。

坚持环境整治 ，
湿地生态明显改善。

南洞庭湿地环境逐步恢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廖文摄影提供）

誓还洞庭一湖清水

沅江擂战鼓“12345 ”

11 月 7 日， 南洞庭湿地核心区的欧美黑杨
被砍伐装车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