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共抓大保护，“湖南经验”写新篇

作为“长江之肾”，洞庭湖关系湖区千万人
民的生产生活，牵连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平衡。

2017年10月30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在参加完党的十九大会议回湘之
后，将调研首站选在洞庭湖。他乘船深入洞庭湖
腹地， 督查洞庭湖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治理。

2天后，省委、省政府召开五级干部大会，
就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进行再动员、 再部
署、再推进、再落实，吹响了洞庭湖生态环境保
护更加嘹亮的号角。

早在2013年， 杜家毫履新湖南不足半年
时，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湘江保护与治理。

湘江，长江一级支流，奔腾900公里，哺育
沿岸8市湖湘儿女。 为还“母亲河”一江碧水，湖
南启动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从
2013年至2021年连续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3个

“三年行动计划”。
2016年，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一

号重点工程”向洞庭湖和湘江、资水、沅水、澧水
“一湖四水”延伸。

2016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杜家毫在湘江
保护和治理委员会201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强调，这项工作绝非一日之功，要以“功成不
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思想境界，一棒接
着一棒干，一以贯之、一抓到底、久久为功。

迈入2017年， 我省迅速落实中央统一部
署，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河长制”促“河长治”，
加强河湖管理保护。

省、市两级河长名单在《湖南日报》公布：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担任总河长，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及分管水利的副省长担任副总河
长，其他省领导分别担任湘江、资水、沅水、澧水
干流和洞庭湖（含长江湖南段）省级河长。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洞
庭湖专题调研时强调，要以“河长制”为切入口，
上下联动，还洞庭湖一湖清水。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级总河长许达哲先后
3次开展长江、洞庭湖和资水、湘江巡河巡湖，
并签署“湖南省第1号总河长令”，明确巡河是

各级河长履职的重要工作方式， 对各级河长的
巡河频率作出具体规定。

一年来， 湖南在全国首创发布省级总河长
令、五级河长大巡河、专项清理整治“僵尸船”等
机制，全省五级河长体系基本建立。在第四次全
国河长制工作月推进会上，这些宝贵的“湖南经
验”被作为典型推介。

铁拳治沉疴，“一湖四水”保安澜
2017年12月6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8万

多亩欧美黑杨全部清理完毕， 湖南提前完成中
央环保督察要求彻底清理洞庭湖核心区欧美黑
杨的任务。

这是我省打赢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的一
场关键战役。

清理黑杨、巡湖检查、水系连通……洞庭湖
生态环境整治，沿湖三市一区积极行动：

岳阳在洞庭湖沿岸和长江沿线全面实施封
洲禁牧，近3万头牛羊全部退出；

常德自然保护区内32个砂石场堆场全部
关闭，珊泊湖“背水一战”，清淤、补水、截污、禁
投，整治污染顽疾不遗余力；

益阳市公共水域的20.76万亩矮围网围，全
部完成功能性拆除；

长沙望城区大众垸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进展
加快，实现新沩水向老沩水补水……

省发改委、省水利厅、省环保厅等9个省直
职能部门，分别祭出“杀手锏”：毁湖采砂踩下

“急刹车”，保护区划下严格“红线”，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加快脚步，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和污染严
重企业……

为保“一湖四水”安澜，湖南一记记整治重
拳砸向了破坏环境的不法行为； 一场场整治行
动掀起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强大风暴。

站在海拔1000多米的郴州市临武县三十
六湾矿区俯瞰，蓝天白云下，大小矿坑已不见踪
影。

就在几年前， 这个以滥采乱挖闻名的铅锌
矿区，蜂窝似的矿洞布满山体，满目疮痍。

“一号重点工程”启动以来，三十六湾的上
千个采矿、选矿点全部关停，近3000间厂棚拆
除。 一度千疮百孔的矿山逐步披上绿装。

在湘江保护的另一重要战场———因水清得
名、重化工业集聚闻名、环境严重污染出名的株
洲清水塘，高耸的烟囱倒下了，成片的厂房拆掉
了，污染源被斩断了。

“一号重点工程”进入第二个“三年行动计
划”，湘江流域“治”与“调”并举，水更清、岸更
绿。

湘潭竹埠港重金属污染土壤，已修复20多
万立方米；娄底锡矿山砷碱渣无害化设备，已正
式投入运营……

曾经，湘江两岸重化工业林立，承载着全省
六成以上的污染；如今，湘江流域内1182家涉

“重”企业全部关闭，水质明显好转，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超过93%。

为保“一湖四水”安澜，两年来，洞庭湖区关
停或搬迁畜禽养殖场7946户，清理矮围网围面
积35.29万亩，清理河湖岸线4613公里，排查重
点工业2222家，清理采砂运砂船888只，关停自
然保护区所有砂石码头。

山绿了，水清了，候鸟回来了。目前，洞庭湖
Ⅴ类水质断面由2015年的8个降至0个；候鸟由
10年前的200多种增加到300多种。

建绿色港口，开放崛起风更劲
新年伊始， 岳阳城陵矶港国际集装箱码头

一片繁忙。
作为内河航运大港， 岳阳每年的原油和成

品油吞吐量达600多万吨，是长江航道“四大油
区”之一。

为降低油类货物泄漏事故对江湖水域的生
态威胁，海事部门积极采取行动。

走进岳阳船舶溢油应急备库，吸油毡、围油
栏、收油机、动力站等一应俱全。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
任王文华介绍，城陵矶是全国内河唯一“绿色循
环低碳”试点港口，正着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
2017年11月，湖南首个港口岸电在城陵矶

港投运。“油改电”后，所有停靠城陵矶港的船舶
都能使用清洁能源发电， 可有效减少能耗及环
境污染。

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发展。 湖南审时度势，
努力提升长江港口的运营效率, 以最少的岸线
资源发挥最大的运输能力。

拥有163公里长江岸线的岳阳， 定位为湖
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桥头堡”、湖南通江达海
的新增长极。

岳阳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推进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先手棋， 全力加快城陵矶新港
区建设。

城陵矶新港二期、 综保区二期建设快马加
鞭，港口体系更加健全；万吨海轮可直达城陵矶
港，岳阳从“洞庭时代”迈向“海洋时代”；湖南城
陵矶港务集团运营两年， 整合长沙岳阳两港优
势资源，湘江“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城陵
矶港逐个收回泰格林纸、 华能电力等十余家企
业码头，有效整合并保护长江岸线资源；三荷机
场、空港产业园等呼之欲出。

“双港驱动”新格局浮出水面；设立湘欧快
线国际货运班列站点，搭上“陆上丝绸之路”国
际物流“高铁”；进入全国多式联运示范项目“笼
子”……如今，岳阳“一区一港四口岸”开放平台
密集叠加、优势凸显。

大平台集聚大产业。 全省石化企业逐步向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集聚， 促进石化产业
集群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目前，园区已
引进石化企业208家， 跻身国家级化工园区行
列，成为国内最大的炼化催化剂生产基地、国内
最强的非乙烯化工新材料及特种化学品生产基
地、中南地区最大的石化产品物流中心。

以“绿”换“金”，开放跑出“加速度”。
2017年，城陵矶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万

标箱，创历史新高，首次超过九江港、宜昌港；岳
阳全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70%以上， 跃居
湖南第三位。 岳阳市进出口前50强企业中，有
21家为新增商贸物流企业，物流业正在崛起成
为岳阳第三个千亿产业。

开放风劲，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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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生态治理更成为我省践行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不断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头戏 ”：沟渠
塘坝清淤、畜禽养殖污染整治、河湖围
网养殖清理等“五大行动”集中发力 ；
去年11月初， 一场力度空前的生态环
境专项整治行动， 以雷霆万钧之势在
洞庭湖区迅速展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是新常态
下加快湖南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抓住
这一机遇， 不只是洞庭湖区的生态环
境治理， 更在于我们能否牢固树立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努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 会遭遇一时的阵
痛，这就需要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 、
算整体账、算综合账。首先 ，要处理好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让绿水
青山成为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其次 ，
要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
系。不牺牲一点眼前的GDP，没有一种
战略眼光和战略定力， 就难以真正下
气力去抓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就难
以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脱胎换骨 。再
次是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治标，
就是要集中治理突出环境问题， 下决
心淘汰退出落后产能， 坚决斩断环保
问题背后的利益链， 切实减少污染存
量；治本，就是要树牢新发展理念特别
是绿色发展理念，坚守生态底线，从严
把好新上项目、产业的生态环保关，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严格控
制环境污染增量。

目前， 洞庭湖生态治理取得了可
喜成绩，但这一成绩还只是阶段性的，
离理想目标尚有不少距离， 走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之路还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但我们有信心让湖湘大地重现“江
天一色无纤尘”的美景，因为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成为全省
上下的广泛共识。

“一湖四水”安澜 长江碧水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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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150天，一个总投资10亿元的高新技
术项目便在江华经开区正式投产；

只需一次申报，出入境货物就可直达道县
湖南农副产品集中验放场；

只要一次盖章会，东安县的重点项目就能
把所有部门的手续一次性办完……

党的十九大后，永州突出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 进一步明确“开放兴市产业强市”战
略，大力推动实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近日，记
者实地探访了永州市冷水滩、江华、东安、双牌
等地，感受该市在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中展现出的新速度。

狠补短板，产业落地速度获点赞
2017年12月3日，从签约到投产仅用150天，

湖南贵德光电产业园在江华经开区正式开园。
元旦前夕，在贵德光电产业园，产业园负

责人喻贵激动地说，“这种推进项目落地的力
度和速度，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 ”

“江华速度”并不是独有的。2017年6月底，
远大住工进驻冷水滩高科园，从生产线建设到
投产、签下第一单，仅用了2个月时间。 2017年
10月10日,永州经开区中信重工第一批特种机
器人下线, 该项目从当年8月16日正式签约到
投产,用时不到2个月……

产业发展滞后一直是永州经济的主要短
板，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在上下求索。近年来，江
华的成功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共识： 对外开
放、招商引资是填补产业短板、优化经济结构
的主动力。因此，十九大前后，永州市出台了开
放崛起“135”方案，内容包括促进投资、加大招
商、优化政务环境、对接“北上广”、融入“新思
路”等5大开放行动。

永州把招商引资作为扩大开放的“第一工
程”、振兴实体经济的“第一手段”，全面实施专
业化招商，突出招大引强。 该市紧盯制造企业
特别是高新制造企业，实行产业链招商。 2017
年以来，冷水滩区打响“产业集群大会战”，有
针对性地引进一批产业链条长、 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大的企业落户。 目前，已基本形成电子
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5大优势产业集群。

祁阳、道县等地也不甘落后，纷纷打造出自己
的产业链。2017年，永州成功引进三一重能、中
信重工等一批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一
批重点项目在永州大地上开花、结果，创造了
产业落地的新速度。

2017年11月底，永州市政府又出台《进一
步扩大开放鼓励投资的若干措施》， 把鼓励投
资作为全市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推出进一步
扩大开放鼓励投资的42条政策措施。

做强平台，开放格局跑步成型
元旦前夕，道县工业园龙威盛科技公司生

产的电子产品，在道县湖南农副产品集中验放
场，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快
速通关。“验放场对外开放运行，今后园区生产
的产品要出口，可直接在道县报关，相当于把
海关和商检建在家门口。 ”道县工业园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唐卫红表示。

2017年10月12日， 永州在农产品出口方
面再传捷报。永州市成为长江以南首个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这张国家级

“名片”，成了打开国际市场的“金钥匙”，永州
食品农产品出口验放时间提速30%以上，极大
提升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交通平台方面， 2017年12月20日上午，湘
桂铁路永州地区扩能工程开工。 这将打破湘桂铁
路的运输瓶颈，进一步提升永州的区位优势。 同
时，随着今年永州“交通提速”战役的全面推进，永
州的道路、机场、码头都正在或即将全面升级。

发展开放型经济，离不开口岸平台的完善
和交通的大通畅。 如今，永州通过这一系列的
基础平台搭建，昔日的开放“末梢”开始变成

“前沿阵地”。
为做强实体经济， 永州还紧紧抓住升级园

区平台这个“牛鼻子”，坚持以园区景区化、管理
智能化、服务精细化、创建品牌化，打造“品质、活
力、创新、开放”园区，园区成为产业的聚宝盆，冷
水滩、祁阳等的产城融合也全面提速。目前，永州
经开区申报国家级经开区已通过国家相关部委
审核，祁阳经开区建成百亿产业园，永州国家农
科园正加快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平台的搭建和夯实，促进了开放和发展。 2017
年1至11月，永州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356.9亿元，同

比增长7.7%， 增速排全省第3位； 外贸进出口完成
85.58亿元，增长68.4%，增速排全省第4位。

优化环境，政府改革全面加快
2017年11月3日，东安县召开首次重点项

目并联审批一次性盖章会，各相关单位对鑫龙
小镇三期、藏龙湾等3个重点项目进行审批，现
场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多个证件。

“我们企业要办理这么多证件，别的地方
没有一个月办不下来，但在东安，全部搞完只
用了3天。 ”2017年12月17日，东安县鑫龙小镇
项目负责人唐小芹感慨地说。

惟改革者进。 开放程度不够、经济环境待优
化，一直是永州发展的弱项。为解决这一问题，永
州市抓住营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这个重点，对
行政审批服务事项进行了清理再造，下放行政审
批及服务事项12项，集中清理政府履约方面存在
的问题，严厉查处“吃、拿、卡、要、报”等行为。
2017年12月6日， 双牌县高效政府推进大会召
开。一年来，该县通过打造“智慧双牌”工程，实现
文件审批、项目监管的智能化，从“人跑腿”逐步
迈入“数字跑腿”时代。

惟创新者强。通过创新，永州获批全省“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唯一试点城市，全面
推进智慧永州“3+2+W”综合应用，在全国率
先建成六大基础政务数据库，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提速70%，创新活力加速迸发。

为提升服务水平，该市在企业用电、用水、
用工及相关手续等方面，实行全程代办制。 企
业只管建设、生产、销售，政府负责征地拆迁、
矛盾协调、证照办理，推动了引进产业迅速落
地。同时，在信用环境和法治环境上下足功夫，
极大优化了经济环境。

随着新年的到来，永州新一轮开放正在换
挡加速。谈及将来，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晖充满信心：“2018年，我们将立足市
情，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努力在‘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指引下奋勇向前。 ”

� � �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叶飞艳） 博士后研究人员享受设站
单位职工待遇、 不得招收党政机关领导
干部在职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博士后
研究人员可享受在站期间科研成果转化
收益，等等，都写进了最新出台的《湖南省
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实施意见》
（简称《实施意见》）中。

《实施意见》 称， 到2020年， 全省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协作研发中心(同时
确定为博士后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统称
“设站单位” )数量适度增长， 博士后培
养规模持续扩大； 进站外籍、 留学回国
博士毕业生和出站留湘博士后研究人员
数量大幅增加， 高校、 科研院所、 企业
新进教学科研人员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中博士后研究人员比例显著提高； 在站
期间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或企业委托研
发任务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比例大幅增加，

人才聚集吸引效应显著增强。
《实施意见》 明确， 博士后研究人

员享受设站单位职工待遇， 设站单位应
按单位性质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事业
单位聘用合同、 企业劳动合同或工作协
议， 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实施意见》 完善了招收办法。 申
请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一般应为
35周岁以下， 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3
年。 申请进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 人才基础薄弱的自然科
学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 可适当放
宽进站的年龄条件。 不得招收党政机关
领导干部在职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实施意见》 要求设站单位应确立
以创新性科研成果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严格执行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3个月内进
行开题评审、 进站满1年进行中期考核、
拟出站前进行综合评定出站考核的三段
式管理规定。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走进隆冬深处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开放兴市，永州换挡加速

我省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
领导干部不得在职做博士后

郴州110辆纯电动
公交车整装待发

1月3日， 郴州市湘南国
际物流园内， 110辆纯电动公
交车整装待发， 计划本月中
旬投入运营。 近年来， 郴州
市已有300辆纯电动公交车、
71辆纯电动通勤大巴、 500
辆纯电动物流车上路运营。

李加诺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跨过年，便一脚踏入真正的隆冬时
节。 每天早晨起来， 都会发现比昨天要
冷一点，我们来到了冬天的最深处。

1月5日便是小寒节气了。 小寒大
寒，最是酷寒时节，湖南的四季刻度，如
此精确又分明。

天寒地肃，门扉深掩
隆冬，空气凝冻，万物偃声息气，像

一场缄默的漫长的等待。
冬主藏，此时最好的方式是穴居冬

眠。 天寒地冻，深掩门扉；拥被高卧，绿
蚁新醅。 隆冬有种特别的静谧甜美，像
雪地里的大白菜，在气温下降时，为了
防止被冻伤而提高细胞液浓度，于是变
得越来越甜；人在冷的时候，也会设法
取暖， 内心对温暖的感情需要得更多，
因此越来越靠近。

此时出门却是残酷的。 把手揣到兜
里，耳朵塞进帽子，冬膘藏进羽绒服，裹
紧了围巾，还是躲不过南方无孔不入的
湿冷阴寒之气。 寒意像细细的薄薄的小
刀， 轻易就袭击了裸露的鼻尖和唇边，
一丝丝的、刺啦啦的痛，感受真切深刻。
路上行人缩肩勾背，像一只只头埋进翅
膀御寒的水鸟。

最不堪忍受的，还是早上将自己从
被子里“挖”出来，隆冬时节，赖个床、有

些懈怠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然而孩子的寒假、 大人的春节尚未

到来，日子还在紧锣密鼓地前行，仍旧有
一段长长的路需要振作精神。

雨雪小寒，花信不违
自元旦过后， 湖南省气象台就每天

都在预告寒潮、雨雪、冰冻的信息，气温
在嗖嗖地往下掉。

1月4日，终于有了雪的影子。 凌晨
开始，湘西北一带出现了雨夹雪和纯雪，
湖南多地迎来了2017年入冬以来第一
场雪。

下了雪，隆冬才算名副其实了。一般
来说，隆冬是指三九天到五九天之间，也
就是1月至2月之间。 作为对寒冬的记时
方法，中国民间将冬至后的81天划分为
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为9天，称作“冬九
九”，也就是常说的数九寒天，其中“三
九”又是最冷的时期，“三九”便总落在小
寒节气内。《全宋词》中有无名氏的词句

“小寒时节，正同云暮惨，劲风朝烈”，一
读之下，顿觉寒风扑面。

小寒大寒， 是一年冬意最为隆重的
时候，恰又是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开始。小
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

眼下，山茶一朵接一朵现身，水仙也
开始在案头吐蕊，梅花要开了。无常世事
里，花信却不违，让人心生笃定，知道那
前头有什么节气什么花在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