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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彭婷)今天傍晚，家住湘潭市
岳塘区霞城街道的王辉和家人一道
悠闲地在爱劳渠边散着步。 爱劳渠内
水流清澈， 两岸草木青翠， 火红的晚
霞、清新的空气让人心旷神怡。

“你知道吗？几个月前这里还是
一条臭水沟， 是城区黑臭水体整治
让它有了今天的面貌。 ”王辉说。 原
来，爱劳渠建成于1957年，最初用
于灌溉和排涝。但随着城市发展，它
已变成了一条污水排放渠。 2017年

以来， 湘潭市以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为契机，自我加压，对包括爱劳
渠在内的24条城区黑臭水体进行
治理。 截至目前， 总计完成投资
14.02亿元，已有23条黑臭水体完成
基础治理， 其中爱劳渠西岸截污管
道已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即将“蝶
变”成一个生态湿地公园。湘潭市全
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任务和省级
考核任务， 黑臭水体治理典型经验
获省政府通报表扬，并宣传推广。

“在治理过程中，坚持体制机制

创新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治
理工作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法
宝’。 ” 湘潭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将黑臭水体治理纳入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库，实施专项绩
效考核，奖优罚劣，严格兑现，并明确
规定：考评结果不达标或没有完成年
度工作目标任务的单位，其年度绩效
考核直接降低一个等次。

湘潭市还健全了水体污染防控
管理机制，积极巩固已有治理成果。一
方面，建立市级网格化管理平台，整合

住建、环保、水务等部门力量，实行高
效联动和动态管理， 按照“垃圾不入
河，污水无直排，河水不黑臭”的总体
要求，周碰头、月调度、季督查，对水污
染防治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开展专
项督查，确保责任到人到岗、任务落实
到位、黑臭不再反弹。 另一方面，推行
水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对黑臭
水体地域分布进行网格化河道保洁。
如雨湖区整合32万元，将护潭河保洁
工作整体承包给专业保洁公司，护潭
河水黑、臭、脏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同时， 湘潭市按年度向社会公
布了黑臭水体清单及整治达标时
限，并邀请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接受社会监督，深受大家好评。

湖南日报评论员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
到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
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保
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
适应。 这是建设美丽湖南要实现的近
期目标，是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
建设新局面的基础工程。

水生则利万物。 湖南物华天宝、
山灵水秀，水是湖南最大的优势，也
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领
域。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与艰苦付出，

我们在“一湖四水”保护和治理上已
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但成绩的
取得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存在的
问题仍然不少， 由不得有任何松劲
歇气。 要为守护一江碧水做出更大
的贡献，就应当在“优化、巩固、提高”
上下功夫， 尤其要重点关注整治后
的产业接续转型、保障改善民生、探
索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等问题，
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
短板，加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着力
解决水污染、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
问题， 让三湘大地早日重现水清岸
绿、鱼翔浅底的美景。

“蓝天也是幸福”。 看得
见蓝天白云， 呼吸到新鲜空
气，是普惠的民生福祉。长株
潭地区人口密集，工业化、城
镇化推进速度快、 污染源点
多线长面广， 空气质量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已成为全省大气环境
治理中突出的短板。 打赢蓝天保卫
战，要以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为重点，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5月份全省环境质量状况的
数据表明，长株潭区域的空气质量虽
然在全省排名中仍然靠后，但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95.4%，同比上升21.8%。
正可谓“人努力、天不负”，只要沿着
既定的目标久久为功，就定能啃下长
株潭大气治理这块“硬骨头”。

有色金属，曾是湖南的一张名
片，也是湖南环境治理的痛点。 土
地重金属超标， 污染容易治理难，
代价大。 要按照“新账不能欠、老账
逐年还 ”的要求 ，坚持严格耕地保
护与受污染土壤修复治理 “两手
抓”，真正让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
心。 固体废物是重要的污染源，也
是可再生资源。 通过减量化排放、

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
把固体废物“吃干榨尽”、变废为宝，
就是破解固体废物这道难题， 打赢
净土保卫战的有效途径。

建设美丽乡村， 是扮靓美丽湖
南的重要一环。当前，我省农业农村
污染仍十分突出， 不少农村垃圾围
村、污水横流，群众反映强烈。当前，
要以 《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为行动指南，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 学习借鉴
浙江等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统
筹推进生活垃圾、厕所粪污、生活污
水、养殖行业治理，推进农村环境综
合治理全覆盖。 坚持以绿色发展引
领乡村振兴，大力推广节肥、节药、
节水和清洁生产技术， 有效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 让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成为湖南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靓丽
名片。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曹
娴）初夏时节，涟源市桥头河镇、伏口
镇、 湄江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工程，
正在加紧建设， 预计明年6月投入试
运行。 届时，沿线居民的生活污水将
不再直接排入湄水河，湄水河将告别
“龙须沟”的历史。

6月14日， 记者从涟源市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用3年时间，在湄
水河流域实施工业污染整治、城镇生活
污水集中处理、 农村农业污染防治、流
域生态系统保护这4大类项目， 共19项
重点工程。 争取到2019年，湄水水质优
良比例达到93.2%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湄水河， 又称湄江河或归水河，
由北向南流经涟源6个乡镇， 最终流
入涟水。 近年来，因工业污染和居民

生活污水排放等原因，湄水河部分河
段出现水质不达标现象。

还湄水河流域40万民众一江清
水。 2016年底，涟源市聘请国内知名
规划单位，对湄水河流域污染问题进
行诊断， 编制了综合整治总体方案；
2017年4月，通过公开招投标，选择优
质的环境服务公司实施治理工程。
2017年6月， 湄水河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一期工程正式启动，作为涟源市
环境治理“一号工程”。

据介绍，2016年至今，涟源关闭11
家小煤矿，目前沙坪煤矿矿区废弃矿坑
涌水截污处理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原本
受煤矿地下涌水污染而变红的河段，已
逐渐恢复正常。涟源市环保局的抽样检
测结果表明，煤矿周边古井出水水质已
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

6月14日， 沅江市漉湖下塞湖，最
高气温达30摄氏度，闷热。

矮围整治现场，人来车往，机器
轰鸣。 现场调度人员胡建辉接了一个
电话， 立刻开车从北堤赶到节制闸。
不到5分钟，又有两个电话打了进来。
“整治现场有各种突发状况， 需要第
一时间调整，让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
置。 ”胡建辉说。

胡建辉是沅江市漉湖芦苇场芦林
管理站党支部书记。从6月3日下塞湖矮
围全面拆除“攻坚战”打响，他已经和
30多个党员干部连续奋战11天， 每天
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

按照预定计划，6月14日是整治行
动完成倒数第二天。 虽近尾声，胡建辉
一点不敢松懈。凌晨5时他就起了床，吃
过早餐带上矿泉水，6时20分， 他赶到
了坐船去下塞湖整治现场的码头。“越
到最后，越不能懈怠。 ”他说。

每天6时30分，参加行动的人员都
要从码头坐船去矮围整治现场。“这次
整治行动，是一场很大的战役。”胡建辉
说，最开始出动40台推土机，后来增加
到85台， 现在有99台了， 队伍越来越
大，情况也越复杂。 一天里可能要用的
工具都得配齐，否则一台车停了，也会
影响施工进度。

到达整治现场， 大家很快各就各
位，胡建辉也根据现场状况做出了新部

署， 将原来在北堤的20台推土机调往
节制闸和被拆的房屋遗址上。来自湖北
的推土车司机张清辉已转战3处地方
了，每个地方的任务刚完成，现场管理
人员就会第一时间和胡建辉联系，调他
去别的地方。“他们对现场状况了如指
掌，我们也不敢松懈，都想早点完成任
务。 ”张清辉说。

胡建辉介绍，目前一共有137台机
器参与整治，他们将其分为11个组，每
个组配备两名现场管理人员，一有状况
立刻报告，始终保持高效率。

“我们不能大意啊，眼睛一刻都不
能离开现场！ ”庄志是漉湖芦苇场的干
部，也是现场管理人员，从6月3日起一
直参加整治行动，6月14日他的任务是
清理节制闸。 庄志这个组有两台轰炮
机、两台挖机。

正午时分，大家停工吃饭。 胡建辉
扒完几口饭， 就开着车去各个小组查
看，了解上午的施工进度，询问物料类
准备情况，提醒司机们加好油。他发现，
吃饭的1个小时里，不仅现场管理人员
没有休息，参与施工的推土车司机们大
多也是扒几口饭就爬上车继续工作。

“说不累不烦，这是假的。 ”胡建辉
说，为了恢复母亲湖的原貌，大家苦点
累点，都觉得很值。作为基层干部，搞好
生态环境，守土有责。他告诉记者，当天
上午，当地村民还给他们送来了几件饮
料，说看到他们辛苦，表示点心意。 其
实，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刘
勇）眼下正值早稻病虫害高发期，各
地动用植保无人机升空打药， 用药
大幅减少，灭虫效果却更胜以往。这
是我省大力推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行动的最新写照。

减少农药使用， 既事关食品安
全，也可有效防止面源污染。 2016
年以来， 全省各级农业部门按照农

业部“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行动部署，采取各项措施，切实
抓好农药使用减量工作。主要包括：
大力推广应用农业生态调控、 翻耕
灭蛹等十大农药减量新技术； 纵深
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 建设了300
个标准化区域服务站； 大力推广应
用新药械， 环洞庭湖区植保无人机
纳入农机补贴； 全面推广高效低毒

农药新产品， 重新修订湖南省农作
物重大病虫防控用药推荐名录，对
生物农药、 高效助剂和植物生长调
节剂等重点产品进行补贴。

我省在鼎城、望城、祁东三县区
创建了农药零增长技术集成展示
示范园， 园区内全程应用害虫远程
实时监控（物联网）精准测报技术、
水稻病虫绿色防控集成技术， 全程

开展绿色农药精准施药技术， 全程
推进高效植保机械应用技术， 全程
实施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
治， 确保园区内化学农药使用量减
少50%以上。目前，创建工作基本完
成， 园区示范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 同时，在全省继续创建水稻、蔬
菜、茶叶、柑橘四大类绿色防控示范
区，扩大区域，提升减量成效。

2017年，全省主要农作物农药
利用率由2016年的33.5%提高到
36.5%； 农药使用量比2016年减少
4.8%。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陈新）从1月
13日起，长沙响应中央、省委的号召，率
先吹响了“蓝天保卫战”的号角，在一系
列措施之下， 大气环境质量有何改善？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蓝天办获悉， 截至6
月13日， 长沙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
120天， 优良率为75.5%， 优良天数较
2017年同期增加3天，优良率提升4.2个
百分点，PM2.5、PM10、SO2、NOX等主
要污染物日均值同比分别下降5.4%、
11.7%、15.4%、14.0%。

1月13日，长沙“打赢蓝天保卫战”
动员部署大会召开，长沙成立了蓝天保
卫战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市长分
别担任组长和第一副组长， 随后出台
“六控”“十个严禁”“三个月治标目标任
务”，细化了环保、发改、经信、住建、水
务、城管、公安等近30个部门的环保工

作职责，形成了全面发力、协调联动、群
策群力的攻坚态势。

一系列组合拳之下，“三个月治标”
目标基本完成，解决了一批主要污染源
问题，削减了一批污染存量，有效控制
和降低了大气污染指数，全市工地管理
水平迈上新台阶， 施工工地落实“5个
100%”要求基本到位；全市禁燃区内的
97个街道(乡镇)实现散煤清零，禁燃区
内散煤制售点、 燃煤锅炉全部清零；取
缔违规夜市、露天烧烤5300余处，取缔
石燕湖、南郊公园、兴马洲、鹅洲等经营
场所露天烧烤，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现
已基本控制。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长沙已责令
整改1.7万余家，立案处罚1.9万余家，拟
罚款金额6485万元，约谈107人，行政
拘留352人，刑事拘留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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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机制 再现碧水清泉
湘潭市23条黑臭水体完成基础治理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
美丽湖南

———二论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大力推行“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017年全省农药利用率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使用量比上年减少4.8%

3年实施19项环境治理工程

还湄水河一江清水

苦点累点也很值
———沅江下塞湖矮围拆除现场见闻

长沙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持续发力，优良天数同比增加3天

南洞庭下塞湖
拆除矮围
6月14日，沅江市漉湖芦

苇场下塞湖矮围整治现场，
约7200米长的泥堤已被荡
平。 自本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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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10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
施工。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