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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彭雅惠

6月13日下午， 省委九所会议中
心，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14个市州
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领会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精
神，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从如何落
实中央精神、切实做好我省生态环保
工作、构建大环保工作格局、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等
多个方面，展开热烈讨论。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
“六大原则”，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的
“五大体系” ……参加讨论的代表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保大会
上的讲话， 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路
径。 大家纷纷表示，今天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加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

省环保厅党组书记、厅长邓立佳用
三个“第一次”形容今天的会议：第一次
由省委组织召开生态环保大会，第一次
在家的全体省委常委和人大政协的主
要领导共同参加生态环保大会，第一次
将以前的“环保工作会议”改名叫“生态
环保大会”。可见规格之高，意义之重大。

大会对持续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
题整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部署，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前瞻性。 省委巡视
组组长杨春林认为，当前我省生态环保
工作在思想认识、先进技术、专业人才等

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强。
“对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怎么做，

有了更清晰的思路。 ”长沙市副市长刘明
理说， 今天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生态文
明课， 下一步将加强生态优先的责任意
识，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和正确政绩观，
一天天、一年年，接着干，干出新成绩。

株洲市副市长何朝晖用清水塘地
区环境质量的前后变化，证明环境治理
“抓了，是肯定有效果的”。 湘潭市副市
长罗伟则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困
惑，在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
此次大会精神后，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认识愈发深刻。

作为基层环保工作者，湘潭市环
保局局长李汉军深有感触地说，打好
蓝天保卫战，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很重要。
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办公厅

主任许石林表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
理，是大事，也是难事。 在充分领会此
次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全省各级政协
组织将全力发挥组织、 人才优势，从
技术、政策等方面为我省生态环境保
护建言献策； 发挥民主监督职能，发
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宋智
富在讨论中谈到，我省有必要探索生
态环保新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转
变思想观念、评价机制、工作方式，加
大生态环保理念宣传力度，加大生态
环保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加大对各地
生态环保的督查力度，加大对生态环
保产业的扶持力度。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昨天在长沙召开的2018年
第一次省河长办主任会议透露，
我省系统推进河湖管理和保护，
去年安排的21项重点任务基本完
成， 今年正在全力推进22项重点
任务。

22项重点任务涵盖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保护、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5个方
面；作为牵头的监管单位有7个成
员单位， 其中省环保厅有3项，省
住建厅有5项，省水利厅有6项，省
交通厅有2项，省农委有5项，省林
业厅有1项。

水资源保护方面， 重点开展
洞庭湖及湘江流域排污源整治，
依法关闭或拆除全省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缓冲区等敏感水域内入
河排污口，依法迁建、关闭或拆除
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一、 二级保护区内的49个入河
排污口。

水域岸线保护方面，启动“一
湖四水” 及主要支流岸线利用规
划编制工作，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

洗砂行为， 开展非法砂石码头治
理，完成拆除、清理、复绿工作。

水污染防治方面， 全面推动
农业污染防治， 重点加强禁养区
监管， 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配套率达75%以上；深
化重点工业污染治理， 提高城乡
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 新建（扩
建）城镇污水处理厂22座，完成3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水环境治理方面，重点完成
150处黑臭水体整治， 推进浏阳
河、华容河、大通湖等河湖不达
标水体治理，加强河道保洁。

水生态修复方面，重点推进
“绿带”建设，长沙等湘江流域8
个市完成1.9万亩退耕还林还湿
任务， 其他市州完成1800亩退
耕还林还湿任务，完成洞庭湖区
1.94万公里沟渠和2.65万口塘
坝清淤，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省河长办指出， 这些工作既
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硬任务，也
是中央对我省年度考核的硬指
标， 相关各级各部门必须不折不
扣地抓好落实。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曹
娴）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正在实施集
中拆除。 据悉，作为洞庭湖区矮围网
围整治行动中，围堤周长最长、水域
面积最大、整治任务最艰巨的一处矮
围， 将于6月15日， 全面彻底整改到
位。

近年来，益阳、沅江两级党委政
府贯彻落实中央、湖南省委、省政府

要求，全面推进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
问题整改，加大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力度。矮围网围这一严重破
坏湖区生态多样性、影响行洪安全的
“顽疾”，被列为重点专项整治内容。

自2013年底发现下塞湖大规模
围筑矮围问题后，益阳、沅江两级党
委政府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督促检查、
调查处置和拆除工作。

2015年6月和2016年12月，在相
关人员监督下，下塞湖矮围业主组织
机械设备，掘毁了下塞湖矮围西北段
泥堤共2200米。

2017年5月7日，相关单位组织专
业爆破公司， 炸毁了下塞湖矮围北
闸。 同年底，对北闸炸毁后的建筑垃
圾彻底清除。

今年6月3日起，益阳、沅江两级

党委政府启动下塞湖矮围集中拆除
“攻坚战”，将涉嫌违法的私营企业主
夏某安依法刑拘， 投入100多台套大
型机械设备，在下塞湖节制闸两侧围
堤上抢抓晴好天气日夜施工。 目前，
下塞湖矮围整治已累计完成土方
85.98万立方米，完成总任务的85%。

沅江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只要不
出现特大暴雨天气，本次攻坚战一定
能在3天内圆满完成任务， 彻底摧毁
下塞湖矮围截水捕捞功能，使矮围水
面与洞庭湖外湖水域完全贯通，增强
高洪水位时下塞湖河道的行洪功能，
提升洞庭湖原有湿地生态恢复调节
功能。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廖文

6月13日， 沅江市漉湖芦苇场下
塞湖矮围整治现场，99台大型推土
机、13台挖机、2台吊车、15台建筑垃
圾转运车，在南堤、北堤、节制闸、房
屋垃圾4个战场同步作业。 尽管已是
连续多天超负荷劳动，司机们脸上写
满疲态，但与记者交流时，他们谈得
更多的，不是辛苦，而是期盼。

据悉，这场由益阳市和沅江市组
织的下塞湖矮围全面拆除“攻坚战”，
在6月3日打响， 目前已连续战斗10
天。在施工现场负责调度的沅江市漉
湖芦苇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立宏
介绍， 目前下塞湖矮围整治现场有
129台机械设备、200多名施工人员
作业，一天可完成土方9.9万立方米。

现已累计完成土方85.98万立方米、
占总任务85%， 并拆除4栋1800平方
米闲置的芦苇管理用房。

“尽管如此，接下来15%的任务
仍然十分艰巨。 ”张立宏说：“越到后
面，越需要坚持。 天气炎热，人员也都
很疲劳，考验的是我们耐力和毅力。 ”

现场，推土机手陈正春，正在骄
阳下与机器轰鸣声中，驾驶推土机全
神贯注刨土、推土，汗水湿透了他的
衣背。 陈正春说，他从“攻坚战”打响
第一天就来到现场，每天工作10来个
小时，人也消瘦了几分，本来就黑的
皮肤，变得更加黝黑。

“一刻都不敢懈怠，每天很早就
开工， 中餐都是在推土机边吃的，晚
上回去感到特别累，躺在床上就不想
动。 ”陈正春说。

正午时分， 机手们下车吃中饭，
组织推土机队伍的彭伟佳忙着给机
械加油，汗水朦胧了他的双眼，他也
顾不上擦一擦。

和陈正春一样，彭伟佳也是在这
里连续战斗了10来天。“我每天加油5
吨多，汗衫又黑又湿，也不晓得那是
油还是汗。 ” 彭伟佳呵呵笑道。

尽管辛苦，但大家都干得十分卖
力。 陈正春说，他自小在洞庭湖边长
大，清楚记得小时候湖洲“潭面无风
镜未磨”的模样。“我现在干的这事，
就是为了恢复母亲湖的原貌，辛苦一
点是值得的。 ” 陈正春扒完快餐盒里
最后一口饭，又爬上了推土机。

这时，彭伟佳刚好忙完，到湖边
洗了洗黑乎乎的双手， 拿起一盒饭，
坐在地上吃起来。 他说：“拆除矮围，

保护生态，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大好
事。 我能为这事出点力，打心眼里高
兴。 ”

沅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益阳市、沅江市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要求，加大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 特别将矮围、网围这一严
重破坏湖区生态多样性、影响行洪安
全的“顽疾”， 列为重点专项整治内
容。 沅江境内的下塞湖矮围有1.62万
亩、9302米。 2015年6月至2016年12
月，在相关人员监督下，下塞湖矮围
业主组织机械设备，掘毁了矮围西北
段泥堤2200米。 去年5月7日，相关单
位组织专业爆破公司，炸毁了矮围北
闸。 同年底，又组织大型挖机，对北闸
炸毁后的建筑垃圾进行清除。

这位负责人表示，只要不出现特
大暴雨天气，6月15日一定坚决完成
下塞湖矮围全面拆除任务。 届时，矮
围水面与洞庭湖外湖水域就会完全
贯通，洞庭湖原有湿地生态恢复调节
功能将全面提升。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曹娴） 省环保厅今日发布全省5
月份环境质量状况：全省大气环
境质量进一步好转，14个市州城
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98.1%，同比上升14%；地表水
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价
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为95.1%。

5月， 全省市州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4.7%；PM10平均浓度
为56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8.2%。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评价，14个市州城市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的前3位城市（从
第1名到第3名）依次是：益阳、张
家界、永州市；相对较差的后3位
城市（从第14名到第12名）依次

是：湘潭、株洲、长沙市。
尽管排名靠后，长株潭区域

的空气质量较4月有大幅度好
转 ，3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5.4%，同比上升21.8%。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
优。 5月，345个监测评价断面
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328个、
占95.1%， 同比增加0.6个百分
点。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中，监测结果为
全部达标，水质达标率100%。

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
面中，57个断面达到年度考核目
标，未达到考核目标断面同比减
少2个。 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
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
中营养， 总磷平均浓度0.062毫
克/升，与上年同期持平。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胡信
松）今天，省国资委系统举行“千名书
记讲党课”集中交流会，省委常委、省
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剑飞要求，充分发
挥党课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在全系统开展“千名书记讲党
课”活动，是省国资委党委突出抓

好党的政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而采取
的重大举措。 湖南国资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选祥，湘投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李郁，华菱集团党
委书记、 董事长曹志强等8位同志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讲了精彩党
课。 他们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这一主题，用大白
话讲大道理， 用小话题反映大主
题，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张剑飞对大家的党课进行点评
并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讲党课是我
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必须继续发
扬光大；讲党课是“硬功夫”“技术活”，
在新时代必须不断提升说服力和感
染力，做到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语言
生动；要通过讲好党课，释疑解惑、析
事明理，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支持、参
与、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大力推进新
时代国企党建和改革发展。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陈康
石涵东 记者 刘文韬 肖祖华 ）6月12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率队在
新邵县督查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他强
调，要以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更实
的作风，全面查漏补缺，解决突出问题，
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迎光乡大坻村是省级深度贫困村，
也是县定2018年度预脱贫摘帽村。 王

柯敏一行通过走访贫困户，察看扶贫产
业、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村组公路
建设以及驻村帮扶工作队工作开展等
情况，详细了解该村脱贫攻坚“三个落
实”情况。 王柯敏还听取了省委脱贫攻
坚常态化联点督查第二十八组最新督
查情况报告和新邵县脱贫攻坚情况汇
报。

王柯敏指出，新邵县目前已进入决

战决胜脱贫摘帽的关键阶段。高质量完
成脱贫摘帽任务，要有更严的要求，县、
乡、村乃至每个贫困户都要严格对照上
级考核标准和程序性标准，抓实基础工
作；要有更大的力度，当前要把脱贫工
作摆在首要位置，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
在脱贫攻坚上，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
措施；要有更实的作风，下足“绣花”功
夫， 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工作做实做细。
要全面查漏补缺，切实整改督查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巩固整改成效，集中力量
补齐短板，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
气和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

落实中央精神 探索生态新路
———参会代表对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讲话精神展开讨论

6月15日全面完成
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拆除任务

“一刻都不敢懈怠”
———沅江下塞湖矮围拆除现场见闻

5月空气质量、水质均提升
全省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8.1%，同比上升14%
� � � �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达标率95.1%，
同比增加0.6%

河湖管护今年推进
22项重点任务

相关各级各部门须不折不扣落实

大力推进国企党建和改革发展
王柯敏在新邵督导脱贫攻坚时强调

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实做细脱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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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南的谆谆嘱托。 6月13日我省召开最
高规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吹响了全力以赴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冲锋号。 近年来，我省以“一湖四
水”为主战场，狠抓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
境质量出现可喜变化。 即日起，湖南日报

推出“守护好一江碧水”专栏，展现我省在
努力答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一
历史性答卷过程中， 涌现出来的新经验、
新成效、新典型。 敬请关注。

开
栏
语

� � � �张剑飞在省国资委“千名书记讲党课”
集中交流会上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