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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流域省控监测断
面中，2013年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标准的比例为
92.9%。

2017年为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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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湘江流域的长
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
郴州、娄底、永州8个市GDP
共计19225.64亿元。

2017年 ， 上述 8个市
GDP共计27173.36亿元。

2013年， 湘江流域的长
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
郴州、娄底、永州8个市财政
总收入2152.52亿元。

2017年，上述8个市财政
总收入3000.93亿元。

制图/李雅文

� � � � 5月25日， 长沙市开福区
百善台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清
理湘江河道上的垃圾。

5月25日， 湘江长沙段， 风景如画， 碧水蓝天。 本版图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荨荨（上接1版①）
问题是努 力 的 方

向。 打赢湘江保护与治
理这场攻坚战、持
久战，必须向问题
发力 。目前 ，突出
的问题是，部分支
流水质长期不达
标，个别支流入干
流的河口水质甚
至还有恶化的趋
势，流域一些重点
区域历史遗留的
矿渣等固体废弃
物亟待妥善处理，
一些饮用水水源
保护亟待加强。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
全流域各地紧扣
问题精准施策、精
准发力，以此带动整体目标的实现。

继续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需要以“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为出发点 ，突出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推动工作向广度和深
度拓展，尤其要在控制水土流失、有效减少沿
途农业面源污染上下硬功夫， 通过与美丽乡
村建设、 蓝天保卫战等专项行动联动， 构建
“水光山色与人亲”的和谐画卷。

唤回湘江水清河晏的美好生态，需要调动全
社会的力量，关注、关心、参与湘江保护与治理，
尤其要抓好“河长制”落地生根，坚持“一河一档”
“一河一策”，最终形成责任清晰明确、协调有序、
监管严格、 保护有力的长效管理机制和配套制
度。

以我漫江碧透，许你美丽潇湘。湘江流域
占全省40%的国土面积， 创造着全省70%以上
的财富。把湘江保护好、治理好了，就为“一湖
四水”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闯出一条可资
借鉴的路子，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就能迎来“一
招先、全盘活”的局面。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自此，湖南开启湘江保护治理新征程。
“保护和治理好湘江母亲河，不仅是重要

的经济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
的政治责任问题，是践行‘四个意识’、贯彻中
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
11次主持召开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会议，
高位协调解决湘江保护与治理中的重大问
题；10余次深入湘江流域专题调研，现场督战
竹埠港、三十六湾、清水塘、水口山、锡矿山等
五大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工作……5年多
来，杜家毫的目光始终聚焦湘江、牵挂湘江。

“决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
济增长， 坚决不要带血的GDP、 带污染的
GDP、带水分的GDP。”省长许达哲到湖南工
作后，用“治水修路办学兴业”概括湖南要办
的民生事业。在这些民生大事中，“治水”排在
第一位。 担任湖南省总河长的许达哲身先士
卒，先后4次深入湘江、洞庭湖巡河巡湖。

雷霆治污， 省委、 省政府的决心不可撼
动———

“新账不能再欠，老账努力去还。”
“要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真正

想清楚、看明白、做准备、干到底。一个项目一
个项目抓下去，一届政府一届政府干下来，不
达目标，绝不罢休。”

……
湘江两岸，号角声声。一场又一场攻坚战

在沿线8市全面打响！
全省上下以“敢啃硬骨头”的胆识和担当、背

水一战的决心和气魄，向问题和矛盾聚力、向广
度和深度发展，将湘江保护与治理推向纵深。

2015年底，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顺利
完成，1100多家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关停退出，
基本堵住湘江干流污染源头。

镜头回放到2015年初。 农历新年初二，
杜家毫不打招呼、不带随员、独自一人，骑自
行车来到湘江边调查。

沿江而行，不少百姓在江边钓鱼，这引起
了杜家毫的好奇。

“水里没鱼的话，我来这里钓么子哦？”垂
钓市民的回答， 让杜家毫倍感欣慰，“现在湘
江水质比较清澈，感觉比较高兴。 ”

5年多来，湘江流域共实施重点治理项目
2768个，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养
殖场全部退出， 五大重点区域整治取得突破
性进展……

2018年底，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即将
收官。通过“治”“调”并举，湘江逐步褪去沉
疴，水质全面好转。

堵住源头，直击“痛点”，调优
结构

山水林田湖城系统治理，
湘江干流水质全部稳定达标

“5年时间，我们从一对夫妻到一家4口，

排污口从有到无，河流从浑浊到清澈……”
2018年4月25日，环保志愿者宋伟，带着

妻子与两个孩子， 站在已消失了的湘江排污
口前，感慨万千。

5年前，宋伟和新婚妻子在湘潭竹埠港排
污口拍下婚纱照， 背后是脏臭污水， 泡沫翻
滚；5年后，排污口消失了，江水清
清，水草茵茵，孩子们在水
边嬉戏。

竹埠港28家污
染 化 工 企 业 在
2014年 9月 全
部关停，化作
岳塘经开区
土地规划图
上的28个红
色、黄色斑
块。如今，这
些 红 黄 斑
块， 在现实
中基本都演
变成了绿色。

“整个竹埠
港 地 区 707亩 范
围，生态修复任务已
完成六成。”岳塘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朱毅强告诉
记者，竹埠港地区的雨污水
和废水经过治理已全面达
标，2016年实现直排， 现在
江边经常有人来钓鱼。

腾笼换鸟，退二进三，一座集商贸物流、
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生态休闲等现代产业于
一体的新城，正在竹埠港崛起。

竹埠港脱胎换骨的变化， 只是湘江流域
保护和治理重症下猛药、污染堵源头的缩影。

围绕堵源头，标本兼治，湘江流域展开了
一系列“休克疗法”式的治理行动———

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关！
湘江流域1182家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关闭

淘汰，斩断入江“污龙”，驱散腾空黑烟。湘江

流域县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无害化收集
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处理率分别达到93.3%
和99.2%。

河道采砂，禁！
湘江长株潭河段实现全面禁采， 自然保

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采砂一律叫停。
湘江沿岸500米内畜禽养殖，退！
2273家规模畜禽养殖场退养，86.3万平方

米栏舍拆除，湘江流域不再污水横流、臭气熏
天。

五大主要重金属污染区域，治！
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

娄底锡矿山、郴州三十六湾，成为湘江流域污
染治理的“主战场”。

清水塘，261家冶炼化工建材企业，255家
已关门停产搬迁，剩下的6家也将停产。曾经
的“纳污渠”霞湾港，浊黄的污水、拍岸的泡沫
不见了，水清岸绿，常年蹲守的环保志愿者由
此转移了“阵地”。

水口山，38万吨历史遗留含砷废渣得到
安全处置，139家冶炼化工企业整合成6

家入驻工业园，5000余亩重金属
污染场地基本完成生态修复，

湘江松柏断面稳定达标，
“白鹭又回水口山”。

锡矿山， 关闭涉
重金属污染企业89
家， 民营锑冶炼企
业 整 合 成 9 家 。
7000多万吨砷碱
渣无害化处理有
序展开， 锑冶炼
产生的废渣变废
为宝，“百年锑都”
重披绿装。

三 十 六 湾 ，
300多家采矿点全部

关闭， 留下2家现代化
矿山采选冶企业。 生态修

复初见成效。山上，5年前栽下
的马尾松已比人高，曾经千疮
百孔的山体绿意盎然； 山下，
污染最严重的甘溪河，重金属
砷的含量由超标上百倍，降至
接近地表三类水水平。

污染在水里，问题在岸上。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畜禽养殖粪污……无一不是湘江“痛
点”。

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湘江保护与治
理进入“治”“调”并举的阶段。治，就是对症下
药；调，即产业结构调整。

衡东县三樟镇长江村， 村民李志军拆除
距离湘江干流不过300米的养猪场，将场地改
造成驾校训练场； 同时用猪舍拆迁补贴的费
用与人合伙， 在距湘江约3公里的油麻田村，

新建一个种养结合的养殖场， 养殖粪污全部
资源化利用。“收入不减反增。”李志军笑呵呵
地对记者说。

至2017年底，湘江流域禁养区外15727家
畜禽规模养殖场，已有12811家完成粪污处理
设施设备配套建设。

曾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改变传
统生产、生活方式，涵养一方山水。

在全国率先启动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治理，全省农作物化肥用量连续3年实现
负增长；

取缔网箱养鱼，退水上岸，周边区域发展
生态农业、 休闲旅游， 同样围绕湖区库区赚
钱，但赚得更“干净”；

试点退耕还林还湿，2017年完成还湿面
积3571亩、还林面积1060亩，可净化污水8644
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大型水库的库容；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131个，还市民一个水
清岸绿的近水、亲水空间；

持续整治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污染，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建设快马加鞭。

“治”“调”并举，湘江流域排放的污染物
总量大幅减少。据环保部门统计，与2013年相
比，2017年湘江流域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提高4.3个百分点；汞、铅、砷、镉与六价铬等重
金属年均值浓度， 分别下降了29.2%、40.5%、
25.5%、57.5%和39%。

创新体制机制 ， 湘江保护
驰而不息

齐抓共管、从严治江，将“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在实处

2013年4月1日，《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保护的
综合性地方法规。

鲜为人知的是， 这部法规最初拟命名为
“湘江管理条例”。

从“管理”到“保护”，一词之变，体现的是
湖南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面的理念先行。

用最严格的法治，管江、护江。
对湘江流域各级政府“一把手”实行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一旦造成严重污
染，“企业摘牌子、老板戴铐子”，官员也要“摘
帽子”。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水资源开
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红线三条红线不可逾越。

今年，《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启动修订，
依法治江步步深入。

在试行2年的基础上，全新修订的《湖南
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和《湖南省重大环
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以下简称“一规
定一办法”）于今年1月实施。

新的“一规定一办法”，全面落实中央提
出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新要求，在全省
实现党委、政府及(纪检)监察、审判、检察机关
共38个省直相关单位环保责任全覆盖。

湘江、洞庭湖、东江湖3个环境资源法庭
应声成立， 开启了司法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
专门化治污的新模式， 用司法利剑护青山绿
水。

河长制， 更为湘江构建起责任清、 合力
强、效率高的保护治理格局。

2017年以来， 我省加快落实中央统一部
署，全面推行河长制。

至去年底，湘江流域省、市、县、乡、村五
级河长体系已基本确立，覆盖湘江流域8市的
1万多个村。目前，湖南共明确各级河长3.57万
人。

纵向，从地区党政主要领导（省长、市长）
开始，“系在一根绳上”的还有县委书记、县市
区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横向，从党
委、政府相关部门开始，组织、宣传、发改、财
政、环保、水利、农业等21个部门，各有分工，
各司其职，谁都不能在河湖管理保护上缺位。

湘江保护与治理，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
是某一部门能担起的担子。

从2015年开始， 湖南着手理顺环境保护
责任体系，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
努力的“大环保”格局，助力湘江保护与治理。

清水塘， 湘江五大重点治理区域中最难
啃的一块“硬骨头”。

261家企业搬迁改造， 涉及2.01万名职
工，约10万居民，影响工业年产值200多亿元。

“为完成清水塘治理，株洲可谓举全市之
力。”株洲市湘江办副主任曾湘华介绍，株洲
市构建起“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格局，将湘
江保护和治理列入年度绩效考核和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全市200多名
干部搬进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指挥部，
挂图作战，最终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
成了现实。

污染越重，处罚越多；保护越好，奖励越
多。因为全年全部考核因子均达到Ⅱ类标准，
2014年，永州市获得600万元奖励资金；而下
游一些城市则因水质下滑被处罚。 水清水浊
奖罚分明，湘江流域全面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迄今累计奖罚资金达到1.27亿元，有效倒逼市
县做好湘江水环境保护。

“要我减排。”
“我要减排！”
简单的句式调整背后， 折射出市场机制

在推进湘江流域治理中的巨大力量。
今年初， 岳阳巴陵石化向郴州市永兴县

19家冶炼企业出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
权指标1322吨。 这是近年我省最大一笔排污
权总量指标跨市交易。排污权交易的背后，是
企业的绿色转型。

推进排污权抵押贷款试点、 排污权有偿
使用和交易，用市场化手段减轻环境压力；创
新资金筹集手段，湘潭、衡阳、郴州三市发行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67亿元， 填补
了地方湘江治理资金的巨大缺口。

做好监督员、宣传员、践行者
三湘儿女共同呵护湘江，

保卫美好家园
5月25日，烈日当空，冷水江市锡矿山街

道七星居委会56岁的党支部书记曾文平召集
10余名林地养护员， 上了兔子岭。“今年刚种
下的树苗，得赶紧浇水才行。”这些年，曾文平
带领村民自发成立养护队， 硬是在“不毛之
地” 保住了25万株抗污树苗， 为湘江减污出
力。

5月26日，周六清晨，“河流守望者”毛建
伟又一次来到涟水入湘江口，“比较清澈，与
上个月相比，漂浮物少了。”从2011年开始，毛
建伟发布1197条#湘江守望者#原创微博，记
录着湘江的点滴变化。

“您讲得比教授还好！”5月23日，自称“草
根环保兵” 的章志标在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
道讲完环保课后， 得到中南林科大一位教授
的由衷称赞。如果事先不知道他是一个农民，
听众无疑会认为他是一名生态环保专家。

……
三湘大地，这样的“养树人”“守望者”“环

保专家”正变得越来越多。
志愿者、环保组织，已成为湘江保护与治

理的一支生力军。
2013年11月，由省文明办、省志工办、省

环保厅、团省委联合发起“绿色卫士”行动计
划，将其作为省“一号重点工程”———湘江保
护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层层筛选的
200名志愿者，有大学生，有环保“老兵”，也有
知名教授、媒体人，对湘江流域设置的141个
志愿者守望监测点，开展定员定岗监督。

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选取了一批
重要饮水水源地跟踪调查， 发现问题就向政
府部门反映。几年下来，他们见证了不少污染
问题的整改、水源地的变化，也还在继续跟保
护区内的排污口“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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