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腊月暖阳，正是作伴还乡的好
时节。 但在邵阳市双清区洋溪沟、
龙须沟沿线，大批施工人员把回家
过年的日子一推再推，正甩开膀子
大力治污。

2月10日， 记者来到邵阳市龙
须塘老工业区，探访这里的“两沟”
（洋溪沟、龙须沟）治理项目进展。

龙须塘老工业区始建于上世
纪60年代，医药、化工、皮革、水泥、
纺织等企业云集，曾是邵阳市经济
建设的重要阵地。

几十年来，由于企业污染治理
设施长期滞后，当地生态环境受到
严重破坏， 流经该区域的洋溪沟、
龙须沟变成城市黑臭水体。

对相关企业实行关停、 搬迁、升
级之后，邵阳市政府与永清环境科技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
团） 签订合作协议， 拟投入约2.5亿
元，根治“两沟”，重现“水清河晏”。

项目部负责人肖勉告诉记者，
龙须塘老工业区环境污染综合治
理项目已被省政府列入“一号重点
工程”，其中的“两沟”治理一期工
程， 主要包括对洋溪沟约7公里河
段和龙须沟约1.5公里河段进行清

淤疏浚、河堤护砌，并对淤泥进行
无害化处理， 对岸上3个污染点的
废渣进行安全处理。

2015年8月，“两沟” 治理项目
开工。目前，永清集团旗下永清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完成约6.7
公里河道清淤， 清淤量约5万立方
米；完成河堤干砌石护坡约6公里；
3个污染点的废渣全部处置到位。

“最近这两年多的变化真的太大
了！”年过半百的当地居民曾志祥，打

小就住在龙须塘老工业区，曾亲眼目
睹“两沟”一步步走向鱼虾灭绝、又黑
又臭。他说，以前这里工业很繁荣，但
污染使得两岸田土不能耕种，老百姓
过路都得捂着鼻子走，河水洗手都嫌
脏；现在治理成效很明显，河流逐渐
变清，臭味早已远去，两岸又有人开
始种蔬菜、放山羊了。

双清区战备路段是洋溪沟治
理工程的起点。从这里沿河往下游
走，记者发现，随处可见热火朝天
的施工场面。

来自新邵县的黄立新， 带着7
名工友，正在给干砌石护坡浇筑混
凝土压顶。“做一天工180元， 我们
在这里做了快两个月，过年前做完
这最后几十米，就拿工资回去买年
货啰。” 荩荩（下转3版②）

风光美景沟里“淘”
———邵阳市龙须塘老工业区环境污染

综合治理项目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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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
位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本届政府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把
握“一带一部”定位，按照“三个着力”
要求，落实省委决策部署，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加快建设“四大体系”

“五大基地”，推动速度换挡、结构优
化、动力转换，圆满完成了本届政府
主要目标任务，迈出了建设“五个强
省”的坚定步伐，奠定了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

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经济规
模不断扩大， 地区生产总值跨上3万
亿元台阶，达到3.46万亿元，五年年均
增长8.8%。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
13.4∶47.7∶38.9调整为10.7∶40.9∶48.4。
区域发展呈现新格局，长株潭地区生
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达41.5%， 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加快建设，湘南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效应加速显现，大湘西
地区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发展动能不
断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2.08
万亿元；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达
1.19万亿元、1.68万亿元；“四上”企业
达3.7万家； 移动互联网企业达3.2万
家； 旅游总收入达7172.6亿元。2017
年 末 贷 款 余 额 比 2012 年 末 增 长
104%；五年新增上市公司35家，总数
达116家。发展效益不断提高，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达4565.7亿元，年均增长
9.2%； 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8.7%、9.4%。

二是创新开放步伐加快。长株潭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
五年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3.6个百分
点，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94项；超级

计算机、超级杂交稻、高铁动力与控
制系统、中低速磁浮等科技成果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首个外国领事馆———老
挝领事馆设立， 国际友好城市达80
对；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达尔纪纪念
馆建成开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投入
使用；开通直飞美洲、欧洲、大洋洲的
民航航线和中欧班列—湘欧快线；长
沙临空经济示范区，湘潭、岳阳综保
区及长沙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
点，岳阳城陵矶港启运港退税政策试
点等获批；长沙、衡阳、郴州综保区封
关运行。“135” 工程有力促进了招商
引资，共引进企业6000多家。在湘投
资的“世界500强”达到167家。全省进
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0%。

三是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完
成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第二阶段改革任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共化解钢铁产
能50万吨、煤炭产能4180万吨，减少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1180家；置换存量
政府性债务5457.4亿元。 全面完成省
市县三级政府机构改革、 撤乡并村、
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和分类、 湘江新
区、 旅游发展委员会体制改革等任
务， 有序推进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明
显， 大幅精简省市行政审批事项，省
本级取消行政许可事项307项、 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129项， 减少省本
级行政权力1476项，非行政许可审批
全部取消；“多证合一、 一照一码”全
面实施。 省级财政专项减少到78项。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 公司制改制、混
合所有制改革等力度加大，省属监管
企业管理层级控制在3级以内。 营改
增试点顺利完成，资源税改革试点稳
步推进， 城乡工商业实现用电同价。
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成效显著，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现全覆盖。国有
林场、集体林权、水利综合改革试点
和供销合作社改革基本完成。

四是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综合交

通枢纽体系基本形成， 高速铁路、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分别达到1397公里、
6419公里；沪昆高铁、石长铁路复线
及二广高速湖南段、平汝高速、杭瑞
高速湖南段等项目建成通车，长株潭
城际铁路全线贯通，首条地铁线和中
低速磁浮线开通运营，常益长、黔张
常、张吉怀、怀邵衡、蒙华铁路湖南段
等铁路和长益（扩容）等高速公路项
目开工建设。新改建干线公路5221公
里。全省民用通航机场达7个，黄花机
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2300万人次。新

增电力装机容量1195万千瓦，酒泉—湖
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
入运行，“气化湖南” 覆盖9市33县
（市、区）。数字湖南建设加快，14个市
州城区实现光纤宽带网全覆盖，城镇
区域实现4G网络全覆盖。新型城镇化
建设加速，城镇化率提高到54.6%。

五是农业农村兴旺发展 。“百千
万”工程取得积极进展，粮食等主要
农产品生产稳定，农产品加工业销售
收入年均增长15%， 休闲农业经营收
入年均增长20%。完成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全面
落地。实现农村广播电视“村村响”和
“户户通”，建设农村公办幼儿园1456
所、 合格学校7262所，89个县域城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通过国家验
收。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除险
加固病险水库8174座， 新增2.2万个
行政村通光纤宽带网，解决2366万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洞庭湖24个蓄
洪垸堤防防洪标准全面提升。益阳现
代农业改革试验取得阶段性成果。

六是脱贫攻坚成效明显。 五年减
少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51万人，贫
困发生率由13.43%下降到3.86%，51个
贫困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7%，2
个贫困县已按计划脱贫摘帽，12个贫
困县正在接受脱贫摘帽考核验收，“精
准扶贫” 首倡地自治州十八洞村整村
脱贫。“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无抵押、
无担保、基准利率”小额信贷、“114”劳
务协作等精准扶贫模式在全国推广。
中央和省级财政五年投入专项扶贫资
金210.9亿元，年均增长40.3%；扶贫贷
款余额达到1970.2亿元。

七是生态质量持续改善。五年完
成生态环境投资5104.5亿元，是前五
年的4.1倍。绿色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
8位。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实现。湘江保
护和治理效果明显， 全省地表水419
个省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Ⅰ～Ⅲ类
水质断面占90.2%，比2012年提高3个
百分点；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81.5%； 湿地保
护 率 达 75.44%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59.68%。县以上城镇污水和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分别达95.35%和99.6%。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覆盖全省，完成7000
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整治。黄标车淘
汰任务全面完成。常德市国家海绵城
市试点和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取得重大进展。

八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中国梦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覆

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形
成。省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省图书馆
新馆开工建设。永顺老司城申遗成功。
坚持每年办重点民生实事。 累计新增
城镇就业392.5万人，建设保障性住房
和改造各类棚户区215万套，改造农村
危房97万户。 全省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五年分别提高22
个和15个百分点。继长沙、常德、株洲、
岳阳之后， 湘潭和韶山成功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平安湖南、法治湖南建设深
入推进，安全生产得到加强，食品药品
等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九是政府建设不断加强。认真贯
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
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
施意见，落实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十条
禁止性规定，扎实推进纠“四风”、治
陋习和“雁过拔毛”式腐败专项整治，
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办公性
行政经费、“三公” 经费实现零增长。
自觉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
监督、 工作监督和省政协的民主监
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
员提案。向省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出
台地方性法规32部， 出台规章31部，
废止规章38部，清理规范性文件2.5万
余件。完善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管理和动态调整，编制公布政府
部门公共服务事项目录。“互联网+政
务服务”上线运行，“互联网+监督”作
用明显。设立省电子政务中心、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村级换届全面完成。

五年来， 我们注重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积极支持国防
和军队改革， 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国防教育、人民
防空、 军事设施保护和双拥优抚安
置工作，军政军民更加团结，军民融
合深入推进。驻湘部队和武警官兵为
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积极
贡献。 荩荩（下转2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在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许达哲

走基层
———项目建设正红火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彭婷 曹漾

2月8日，记者沿着湘潭市滨江
路一路前行，来到位于湘潭高新区
的向家坝泵站项目建设现场。挖
机、推土机、压路机来回穿梭，近百
工作人员同时作业，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施工场景。

“4月1日就进入湘江的汛期。我
们必须在这之前把项目建设好，确
保汛期来临前泵站正常使用。”湘潭
高新建设集团设施公司工程部副部
长肖勋一边介绍， 一边领着记者向
项目工地走去。一路上，机器的轰鸣
声、钢筋的碰撞声不绝于耳。

“原向家坝泵站位于滨江路与
湘江大堤之间，装机容量已不能满
足排涝要求， 闸室及闸门都已老
化。新泵站于去年12月中旬开工建
设。” 向家坝泵站项目负责人成文
告诉记者。

这个新建的泵站装机容量为
2975千瓦，是原来的近10倍，排水
面积达6.13平方公里。成文介绍，对
比老泵站年久失修、 潜池容量小、
反应过慢等问题，新泵站能够迅速
启动，满足应急排涝需求，且潜池
容量增大，能更好地解决河东地区
内涝排渍问题。 新泵站建成后，向
家坝沿岸附近将不会出现遇洪水
大面积内涝情况。 荩荩（下转3版①）

未雨绸缪建泵站
———湘潭高新区向家坝泵站项目建设现场见闻

� � � � 2月6日，湘潭高新区向家坝泵站建设现场。 彭婷 摄

� � � � 1月24日，省长许达哲作政府工作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2月7日，祁阳县潘市镇陶铸故
居前的石洞源水库波光粼粼， 阵阵
松风里，游人们仿佛听到《松树的风
格》的朗诵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
红色基因传承好”。2017年， 祁阳县
以陶铸同志诞辰110周年为契机，着
力把潘市镇打造成为“陶铸故里·古
韵小镇”的红色旅游小镇。该县启动
陶铸故居旅游公路提质改造、 红军
学校建设、 陶铸故居维修改造等项

目，综合规划和建设沿线的李家大院
等景点。同时，开展“控违拆违、清扫
清障”整治，夯实旅游发展基础。

记者沿着旅游公路一路采访，只
见该镇李家大院、 八角岭风景区、柏
家古民居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潘市
镇街道干净整洁，商铺和民居统一改
造成灰墙白瓦、飞檐翘角造型的徽派
建筑，宾馆、旅游购物区等一应俱全。
宜居宜游的小镇初具雏形。

潘市镇居民周鹏告诉记者，一
年多以前， 镇上到处是乱搭乱建的
违章建筑，厕所建在路旁，生活污水
直排到街面上；道路还窄，最宽处不
过9米。 荩荩（下转3版③）

小镇兴起“红色游”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曹
娴）这几天，长沙市雨花区广益社区
的各小区内， 下水道井盖上都用水
性漆喷涂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安全提示， 提醒小区居民燃放烟花
爆竹既污染环境，又有危险性，尤其
是在充满沼气的下水道附近燃放烟
花爆竹更为危险。记者了解到，春节
临近， 我省多地加大烟花爆竹禁限
放力度。

常德市城区及各县（区） 下发
“禁燃令”， 春节期间将重点督查防
控，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情节严重的
要实施处罚。2月9日中午， 常德市
城区一居民家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被武陵区公安分局永安派出所联合
处警防控一大队即时查处。 现场收
缴花炮10余筒，违规燃放人员彭某
被处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长沙市发出《守护蓝天白云 文
明低碳过年》 的绿色春节倡议书，倡
导市民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采用电
子爆竹、 喜庆音乐、 鲜花等安全、环
保、低碳方式欢度佳节；湘潭市环保
局联合市环保协会组织志愿者，走上
街头，给社区居民、周边商户发放禁
燃、禁烧通告，绿色春节挂历以及春
联， 引导广大市民绿色环保过新年；
株洲市1月31日出台了中心城区禁
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不让爆竹开花 好让蓝天露脸
我省多地加大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力度

远山如黛
乡村如画

2月8日，龙山县
洗洛镇牌楼村，晨雾
把树木、农舍、远山
蒙上了一层轻纱。近
年来，该县加大农村
水、电、路、灯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农
村群众的生活条件
大为改善。

曾祥辉 周梅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