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声在线记者 卢小伟

万里长江，像一条绿丝带，绕在美丽中国的
腰身上，让壮阔山河婀娜多姿。湖南，是长江经济
带的重要省份，又是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饮一江水，共护一条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经济带要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这是一份期望，也是一条底线。5
月12日至18日，“美丽中国长江行 共舞长江经济
带·生态篇”网络主题活动走进常德、益阳、岳阳，
在旖旎风光里，探寻环境大治理、生态大保护和
产业大转型。

一江清流远，三湘水云阔。美丽湖南，正徐徐
展开一幅靓丽新画卷。

环境大治理
治砂治湖治污 ， “臭水沟 ”变

“绿腰带”

保护与治理，是生态文明的一体两面。湖南
非法采砂、围网养殖等现象一度很严重，破坏河
道，污染水体，危害水生动植物。

保护长江生态，建设美丽湖南，首先要对一
切违法行径紧急踩刹车。

记者看到，在长江沿岸、洞庭湖边，在城市
里，一个个“手术刀式”专项行动，为大自然剜骨
疗伤。

5月，天长水阔。在岳阳县东洞庭湖水域，几
十艘采砂船整齐停泊在沙洲边。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岳阳洞庭湖各县市在去年全面停止采砂后，
所有采砂船集中停靠管理。

截至去年底，长江湖南段39座非法砂石码头
全部关停、拆除并完成生态复绿，复绿面积47.7万
平方米，恢复长江黄金岸线约1万米。

“要进一步摸清底数，加强规划引导，该整治
的整治、该关闭的关闭。”今年5月3日，省委书记
杜家毫主持召开长江岸线整治专题会议，强调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超常规的举措，集中开展长江
岸线专项整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生态治理，要站在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来
实施。湖南在治砂之外，还开展了治湖治污行动。

在沅江市， 南洞庭湖与西洞庭湖交汇处，是
一片叫“琼湖”的湖泊群。前些年，这里被围网养
殖、企业排污困扰，一湖碧水变成垃圾池。近年
来，沅江市启动“五湖连通”工程，将湖泊群加宽
加深，连通沅江、资水和洞庭湖。同时，关停拆迁
湖边企业，彻底清除围网养殖。

城市内河，曾经的污染重灾区，也擎起治理
大旗。

常德内河新河， 几年前还是一条臭水沟，污
水不断流入沅江、洞庭湖。去年，常德按照海绵城
市要求整治新河，2020年完工时蓄水能力将提高

一倍，大大增强生态功能。
岳阳市投入26亿元，完成全省最大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项目———王家河流域综合治理；投入33
亿元，实施梅溪河综合治理等6个重点项目……

“听说湖南城市很美，现在亲眼看到一条条‘绿
腰带’，湖南治理内河有一套！”一名央媒记者感叹。

生态大保护
“打鱼佬 ”变身保护者 ，又见

江碧湖清、鸟飞鱼跃

在保护与治理之间，如果说治理行动是以疾
风骤雨整治既有的破坏， 那么保护则是放眼未
来，细水长流。

母亲河湘江， 曾深受重金属污染之苦。2013
年以来，保护和治理湘江被列入省“一号重点工
程”，制定了3个“三年行动计划”，再现一江清水。
目 前 正 抓 紧 实 施 第 二 个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6-2018年）。

洞庭湖，中国首批加入国际《湿地公约》的7
个重要湿地之一， 栖息着330多种鸟类、110多种
鱼类和200多种野生植物。

在这座物种宝库中，有长江生态“活化石”美
誉的江豚，由于毁灭性非法捕捞、水质恶化，前些
年数量不断锐减。

“救救江豚！”来自民间的强烈呼声，唤醒了
人们沉睡已久的保护意识。民间保护组织迅速成
立，省政府出台加强江豚保护的通知，岳阳建立
江豚保护长效机制， 在保护核心区内全年禁渔、
禁采、限航……

活动期间， 记者在岳阳君山区长江岸边，见
到一个叫“林阁老巡护站”的小木屋，保护人员日
夜监测江豚活动。

官方与民间联动， 不仅留住了江豚的微笑，
还拯救了麋鹿的爱情。在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
悉心照料下，近年来洞庭湖野生麋鹿种群稳步增
长。2018年调查显示，已经达到164头。

更多的鱼类、鸟类也被纳入保护范围。曾经
的电鱼者、猎鸟者醒悟悔过，纷纷加入保护大军。

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克欢，
以前捕鱼的“迷魂阵”“地笼”样样都干，是当地出
了名的“打鱼佬”， 如今每天巡湖巡林，给渔民讲
解环保知识，还发动“眼线”举报违法行为。在他
的带动下， 协会已发展到8个分会300多个会员，

“很多老渔民也加入进来”。
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底，湖南省共有生态

环保组织机构154家， 已注册的环保类社会组织
62家。今日三湘大地，“打鸟者”“电鱼者”人人喊
打，“鸟人”“江豚卫士”“河流守望者”受人尊敬推
崇。

“十三五”期间，湖南将大力开展自然保护区
建设，力争极小种群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
类的保护率超过90%。

产业大转型
“黑烟囱”变“绿工厂”，追求高质量

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保护与发展也是一对辩
证概念。不搞大开发，不是不搞开发，而是开发必
须是绿色的、可持续的。

借助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倒逼
机制，湖南着力培育绿色产业。

去年，全省取缔“地条钢”企业12家，化解煤
炭落后产能350万吨， 责令停工企业2137家。同
时，加紧培育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新一
代信息技术、 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意等6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

在各市州，以前黑烟滚滚的工业园区，产业
发展也换上了绿装。

常德的煤矿、 石膏矿， 过去解决了税收、就
业，但也染黑了大地、破坏了植被。近年来，常德
积极整顿问题煤矿、“地条钢”、石膏矿山，鼓励企
业争创绿色工厂、绿色单位。

经过一番“黑”换“绿”，桃源工业集中区获批
省铝循环再生产业园，安乡县鲸港生态工业园被
评为湖南省“生态经济十佳示范案例”……

“坚持用新发展理念推动常德‘开放强市 产
业立市’， 争取在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中走在前
列。”常德市市长曹立军表示。

作为全省目前唯一的现代农业改革实验市，
益阳大力推动绿色发展， 重点培育安化黑茶、沅
江芦笋、南县稻虾等农业现代化产业。

小龙虾是一道夏日美食， 但长期以来被贴上
“臭水沟”“吃垃圾”的标签。从2008年起，益阳南县
通过技术攻关和试验推广，成功探索出“稻虾共生”
养殖模式，发展成全县特色产业。

在临湘市，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建设果
园式工厂，被业内外津津乐道。“心中有德，才能
对食品安全保持敬畏。”公司负责人、全国道德模
范李国武说。

放眼岳阳， 绿色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鲜明底
色。该市充分利用临江临湖优势，大力发展港口
经济。2009年在城陵矶设立新港区， 如今这里成
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未来，新港区将成为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域，进阶为名副其实的
湖南“新浦东”。

一湖四水汇长江，晴空碧浪云帆扬。在贯彻
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中，绿色，将成为湖南一道
永恒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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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徐亚平）今天，岳阳市召开长江
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工
作部署会议。 会上明确， 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和全国环境保护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该市将深入
推进长江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专
项整治工作， 今年6月30日前关停
53个泊位。

岳阳市制定的长江岸线湖南段
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中明确，
全部退出港口码头经营单位11家，
部分退出8家，共计关闭42个泊位，6
月30日前完成码头泊位关闭、退出、
拆除，7月30日前完成坡岸整治和复
绿工作。停止长江岸线湖南段岸线使
用审批和临时岸线使用手续办理；停

止除城陵矶新港二期建设以外的所
有港口建设，共停建5个码头11个泊
位。 对正在运行的13家单位40个泊
位进行提质改造，其中首批提质改造
10家单位28个泊位。

为保障专项整治有效推进，岳阳
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推进长江岸线湖
南段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协调、技术、宣传、督促4个专
项工作组， 由各成员单位抽调专人，
到岳阳市地方海事局集中办公。 同
时，该市将积极配合省交通运输厅研
究港口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提高岸
线资源利用效率。客运、旅游码头，能
源煤、油、气码头，以及粮油、矿石杂
货、集装箱、危化品码头与各企业专
用和公共服务码头等，在统一协调管
理下，各自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提高
使用效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5月29日，晨曦初露。 早上6时，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华天城市民广场
码头，覃正义开着一艘长5米、宽3米
的机械船，将等候的记者接到船上。

50岁的覃正义， 是张家界市环
卫处水上环卫所的一名河道保洁员。
他和搭档覃宇一起，负责打捞澧水河
的垃圾、水草和漂浮物。

“前两天刚下雨，垃圾有点多，得
花点力气。”31岁的覃宇站在船头，长达
3米的打捞网，在手中左右翻飞，灵巧
地从水面掠过，捞起漂浮在水上的垃
圾。 覃正义则坐在船尾，控制船的行
进方向，并拾遗补缺。 他们从甘溪和
澧水交汇处出发，沿河北上，短短两
个多小时，船上就堆满了树枝、水藻
等。

“这两年，河面垃圾少了，工作量
也轻松多了。” 覃正义说，过去，澧水
河段垃圾污染，主要是市城区两个小
排污口未进行雨污分流，居民把生活
污水排入河道，垃圾抛入河里，使得
河水水质下降，居民怨声载道。 刚接
手打捞工作时，河面上空瓶子、塑料

盒、 废纸箱随处可见， 河面脏得很。
“当时工作量特别大， 每天打捞上来
的垃圾至少有5吨。 ”

为了改善澧水河环境， 从2014
年开始， 张家界加大对地下管网改
造，市城区主次干管将全部实现雨污
分流，污水不直接排入河道，而是经
由市政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 同时，
市政府拿出专项资金，设立城区河面
垃圾打捞队伍，每天对河道上垃圾进
行处理，使河面达到无漂浮物。 市城
管部门在澧水河河岸增设景点式垃
圾屋、垃圾箱（池），河里的垃圾、杂物
明显减少。

河道打捞队队长龚妙敖介绍，目
前打捞队共有工作人员10人，2艘机
械保洁船，每天从澧水河红壁岩至木
龙滩段，河岸线长达10公里，打捞上
岸的各种垃圾4船左右， 一年大约
800吨左右。

“水质变好了，水也清澈了，去年
还在澧水河举行了冬泳张家界活动，
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工作成效。 ”水上
环卫所所长李国富坦言，随着澧水河
流域综合治理，希望今后捞起的垃圾
再少一点，那样澧水河就更美了！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无论产学研配套，还是各级各
部门支持，湖南都让企业有进一步投
资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

带着打造“自主开放创新”体系
的决心，5月28日，来湘出席与长沙
市政府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的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董事
长、党组书记芮晓武，在接受湖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将致力于发挥
央企的产业平台功能， 加强与湖南
的全方位合作， 共同推动科技成果
的转移转化。

打造中国特色、 世界
一流网信企业

中国电子是我国最大的国有综
合性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以网络安全
作为核心主业和核心能力，主营业务
涵盖网络安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
高新电子、信息服务等领域，2017年

实现营业收入2162亿元，连续7年跻
身《财富》世界500强。 随着全国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召开，中国
电子的“自主开放创新”之路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

“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努力做技
术路线选择的引领者和政策环境营
造的支撑者。”芮晓武说，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是要加速推
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核心技术
突破， 探索构建自主开放创新体系，
做维护网络安全、 建设网络强国的
“排头兵”，打造兼具战略支撑力和全
球竞争力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网信
企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我们责无
旁贷”，芮晓武说。

在湘 探 索 共 建 自 主
可控产业

“自主可控产业我们在湖南有
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国防科技
大学。 ”谈到与地方的合作，芮晓武
表示，中国电子不仅关注当地资源
的配套，当地政府对产业的支持也
很重要。 这些年，无论产学研配套，
还是各级各部门支持，湖南都让企
业有进一步投资合作的信心和决
心。

目前，中国电子参与合作共建的
长沙中电软件园总产值已达到300
亿元， 而2017年12月落户长沙的中
国长城总部总投资达51亿元。 另外，
与长沙市政府联合组建的长沙智能
制造研究总院，也在积极打造智能制
造生态体系， 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

“我们想在湖南做出一举数得的
自主可控体系。 ” 芮晓武说，将湖南
打造成为国产化替代省级示范，助力
湖南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网络安全和
智能制造产业高地。

� � � �“青年人不要做无病呻吟的人，对社会应该
做一番贡献。”这是在战火纷飞的1922年，年仅24
岁的雷晋乾向广大青年发出的呐喊。“中国不是
少数军阀的，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少数军阀可
以把中国弄得稀糟，我们就有责任把他整顿好。”
面对着军阀的频繁交战，国内民不聊生，这掷地
有声的话语， 体现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责任担
当。

雷晋乾，1898年出生于祁阳县三口塘镇，中
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191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雷晋乾在三师学习
期间，正值学生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他在笔筒刻
上《爱莲说》，向封建主义猛烈开火，决心与旧社会
斗争到底。

1921年3月， 雷晋乾会同18位同学在衡阳省
立第三师范成立进步学生组织“心社”，研究马克
思学说，宣传新文化思想。1922年冬，他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成为湘南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3年，受党组织派遣，雷晋乾去往安源、水
口山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运动。同年9月，领

导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11
月，工会遭到军阀赵恒惕镇压，雷晋乾被捕入狱。
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924年2月出狱。后担任了
衡阳青年团地委书记，着手恢复“湘南学联”工作。

1925年9月，雷晋乾和毛泽民、夏明震一起由
中共湘区委员会介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
习。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1
月，中共祁阳特别支部成立，雷晋乾任书记。1927
年1月， 雷晋乾任县农民自卫军总队总队长；同
时， 又组织成立了祁阳县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
庭，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雷晋乾
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 祁阳县农民运动蓬勃发
展。到1927年春，全县共成立农民协会130多个，
农会会员约达15万人。

1927年5月21日， 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
动马日事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28
日，因叛徒出卖，雷晋乾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
逼恫吓，他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说：“革命者从参
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了
革命事业，何惧赴难。我虽一死，革命后继有人。倒

是你们，今天当了刽子手，成为人民的败类，将会
蒙羞万代，遗臭万年，那才是生不如死呢！”6月9
日，雷晋乾英勇就义，时年29岁。

雷晋乾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奉献了自己短暂
的一生。1951年10月，原省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
祁阳特别支部第二任书记王首道为悼念大革命
时期祁阳被害战友，在挽词中写道：雷晋乾、蒋毓
华等同志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运动中祁阳
人民爱戴的革命英雄，他们尽忠人民解放事业的
光辉业绩与坚持革命真理临死不屈的牺牲精神，
永垂不朽！

为纪念雷晋乾烈士， 祁阳县将雷晋乾故居
和墓地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县城龙山
公园修建烈士纪念碑亭，将通往烈士故居的公
路定名为“晋乾路”。每到清明时节，当地的石
湖小学师生都会前往烈士墓地举行扫墓活动。
一代英烈的革命事迹，在家乡广为流传，激励
后人不断奋进。

（执笔：永州市史志办 周静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一江清流远 三湘水云阔
———湖南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战略综述 岳阳重塑“新岸线”

将关停53个泊位

澧水河上“清道夫”

“湖南让企业
有投资信心与决心”

———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芮晓武

雷晋乾：

“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
我们有责任把他整顿好”

爱心超市
集聚爱心
5月29日， 衡阳市石鼓区

演武坪社区， 居民为贫困户捐
款。 当天， 该社区爱心超市开
业， 将募集或采购的物资免费
发放给贫困户的同时， 向社区
居民销售， 所获利润全部用于
资助社区困难群众。 超市由社
区党员和贫困户轮流管理， 参
与管理的贫困户按照工作时间
获取用于兑换物资的积分。

彭斌 摄

� � � �芮晓武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