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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源水质合格率达到 95%以上。
白马矶等砂石堆场整治复绿，成为长江秀美江景的新亮点。

借力“空心房”整治，一批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民宿、建筑、古迹焕发
光彩。

浮标、茶叶、竹器，茶马古道，一个个极具全域旅游特色的“绿色银行”越办
越大。

……
一江清水向东流，丹青画出是临湘，折射出临湘生态环境保卫战的新成效。 如

今的“湘北门户”临湘，水更清，天更蓝，生态更好，景点多了，处处崛起了“绿色银
行”。 随着临湘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进入“加速度”，临湘已成为岳阳乃至湘北“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排头兵，遍地展开的是湖晏河清的山水长卷。

“会算‘生态账’，才真正会算‘经济账’，守
护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临湘
市委、市政府紧跟党中央步伐，顺应时代要求，
围绕打造“精彩北大门、品质新临湘”的奋斗目
标，树立“绿色发展、生态崛起”理念，把绿水青
山留给临湘的子孙后代，并始终围绕这一理念
来谋划、推进临湘的建设发展，把生态文明和
绿色发展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全领域。

该市始终把造林绿化作为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要手段，着力推进城乡建绿、扩绿、护绿工
程。 狠抓以项目为中心的造林绿化工作，先后
实施了长江防护林、中央财政造林补助、中央
财政森林抚育、南竹示范基地建设、森林精准
提质等一批重点项目，3 年来，累计争取中央、
省、市造林资金近 5000 万元，完成人工造林
6.8万亩，封山育林 5万亩，南竹低改 12万亩，
中幼林抚育 18万亩。该市大力推进“城乡绿化
三年行动”，在通道绿化工程上，临湖路森林大
道、 高速、 国省道及县道的道路绿化率已达
90%；在农村绿化工程上，全市新建 6 个“绿色
村庄”、4 个“森林小镇”。 并结合新农村建设，
实行以奖代投，联村建绿推进“秀美乡镇”、“秀
美村庄”、“秀美屋场”建设，覆盖率达 100%。
并率先在全省推行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智能
管理系统。

茂林修竹，承载梦想正起航。 临湘市是湖
南省四个重点南竹生产市（县）之一，羊楼司镇
更被誉为“中国竹器之乡”，竹产业发展资源优
势明显。为做大做强这一产业，临湘市委、市政
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竹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临湘市竹产业发展基金实施办法》 等文
件，着力在财政投入、政策倾斜等方面给予全
力支持，为竹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目前，
该市竹林面积发展到 58.5 万亩 , 立竹量达
1.28 亿株，竹木加工企业达 1200 多家，竹产
业总产值达 18.5亿元。

在临湘人心目中，省级现代林业综合产业
示范园是承载竹业梦想的“航母”。“中国竹艺
城”、竹木交易物流区、竹业加工区、竹子博览
园、 公路跨线铁桥等总投资 55亿元的园区项
目及配套项目正在有序实施推进。省级现代林
业南竹综合产业示范园市场区完成投资 3.05
亿元，已出售、出租 244户，签约 135户。 园区
还未正式经营就已喜报频传：湘北楠竹产业科
技园被省政府命名为“中国临湘·现代林业综
合产业园”，临湘市楠竹科技示范园获评 2016
年国家“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奖补单位……

该市连片种植艾草 5000亩， 高标准打造

中国首个集艾医疗、艾康养、艾旅游于一体的艾
草特色小镇。 发展艾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4 家，
临湘高圣中药为全国唯一取得 ＧＭＰ 认证的
艾绒生产企业。目前，全市艾叶产值达 6000多
万元，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约 2600人。

油茶被誉为“黄金果”，是临湘市的另一大
绿色产业。 2011 年注册成立的位于白羊田镇
的九丰油茶专业合作社采取成员出资、土地入
股、 以工补林等办法带动周边村民种植油茶，
油茶种植农户由原来的 300多户发展到 1400
多户，成为湘北地区最大的油茶种植基地。 目
前，该市油茶林面积达到 3 万余亩，千亩以上
油茶集中连片基地 3个，涌现出了九丰、正盛、
金泓、马家洞等多家国家、省、市级油茶种植企
业， 该市油茶产业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
势。 李美云自豪地说：“我们羊楼司镇是中国竹
器之乡，我们会加倍努力，把白羊田镇打造成
中国油茶之乡。 ”

如何让资源变资本、叶子变票子？ 魏淑萍
说：“关键是改革！ 放活山林经营权，出台林业
投融资政策，用市场化机制大力鼓励农民发展
林业产业。”改革，让林农手中的死资源变成了
活资产，有力破解了森林资源资产、林地规模
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的难题，林业发展活力不
断激发， 该市目前累计流转林地面积 7 万多
亩，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3000 多万元，使林下
经济发展如虎添翼。 采用“合作社 +基地 +农
户”模式，迅速建立起以梅池石蛙养殖、云尚养
殖、 龙窖山食用菌为龙头的林下特色养殖、种
植等林下经济，变成了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
盆”： 全市林下经济经营总面积已达 13.6 万
亩，种养户约 3.6 万户，林下经济年产值达 5.2
亿元，带动林农就业 1.25 万人，林农人均创收
800元以上。

生态福利，也是民生福祉。 临湘的旅游如
今蒸蒸日上。 该市通过“旅游 +”的融合发展，
以林美景，以景带游，以游促林的产业发展模
式正逐步形成。 离临湘城区 6 公里的如斯村
邓家冲是南方茶马古道途经之地。 邓家冲竹
海蕴藏的巨大潜力，“竹乡瑶寨” 竹主题休闲
带来了新商机。 同属南方茶马古道的梅池片
区已建成梅池山庄、 瑶之梦等竹乡农家乐和
瑶族风情民宿，“五一”小长假期间，日接待游
客 1 万余人。

万顷森林涌绿涛，百亿产业看今朝。 一颗
山清、水秀、天蓝、城靓的“绿色明珠”，正在湘
北迅速崛起！

夏日江南，草长莺飞。 黄盖湖畔波光潋滟，
碧空如洗， 整齐划一的黄盖镇广坪村别墅群尽
展欧美田园风光，该别墅群内还配套了幼儿园、
小学、医务室、超市、惠农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
“村民们直接拎着包过来就住上了。 ”广坪村支
书李正文感叹： 我们村里居住的 88户人家，从
灰尘漫天、坑洼不平的黄土路，走上干净整齐、
平坦踏实的水泥路。全村都欢欣喜气，拆了平房
住进楼房，有一种飞出鸟窝住进凤凰窝的感觉。

农村“空心房”是农村发展的产物，整治农
村“空心房”又是为了农村的更好发展。 临湘市
把农村“空心房”整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
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和先手棋， 走出了美丽富裕
乡村建设的稳健一步。 在农村“空心房”整治中，
该市按照“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绿则绿、宜水
则水”的原则整治农村“空心房”，在农村“伤疤”
上植新皮，除疱点，增亮点。 截至目前，全市已拆
“空心房”3274栋。 其中 4个重点乡镇 1467栋，
分别完成全年拆除任务的 128%和 13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空心房”整治大幕一
拉开， 临湘市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引进旅游、建
筑、规划、设计等企业参与竞争，对空心房整治
点进行建设、包装、开发。目前，全市已成功引进
项目 7 个， 引进资金 3500 万元。 同时整合水
利、环保等资金 4亿元，全力保障了整治工作稳
步推进。 目前， 已拨付乡镇整治资金 1350 万
元，打卡入户补偿资金 750 多万元，实现了整
治资金无一延误和拖欠。

好风送我上青云。 该市积极主动， 争取支
持，引用外力。一方面，积极争取省农业厅、省国
土厅、省水利厅等上级部门的项目支持。另一方
面，热情架设市校、院企项目合作桥梁。目前，全
市已争取上级建设项目 5个， 与南京农业大学
和湖南农业大学等签订合作项目 3个。 仅黄盖
镇就整合项目资金 1.5亿元。

整治农村“空心房”，就是要腾出发展地。目
前，该市通过“空心房”整治，复垦水田 870 多
亩。 桃林镇整治“空心房”57 栋，腾出土地 27.3
亩，与南京农业大学花卉系菊花专业合作，建成
一个连片 310 亩，植有金陵系列、紫金系列等
30多个品种的菊花博览园。 黄盖镇广坪、天鹅
两村整治万米防洪大堤上及堤身 50 米以内
“空心房”310栋，整合资金 4 亿元，建起了一条
万米大堤景观带、 两个徽派建筑风格的村民集
中建房点和荷花观赏区、稻虾（鱼）种养区、三国
文化展示区，总面积 5000 亩“一带两点三区”
的稻田公园。

“空心房”整治，留住的是乡愁。聂市镇是该
市乃至全省久负盛名的千年茶道古镇， 大多房
屋已成名副其实的“空心房”。临湘市不但不拆，
反而斥重资改造维修。 以修旧依旧，复古依古，
进行重点保护。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新球社区砖
窑厂，建筑风格别具一格。此次农村“空心房”整

治，当地结合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尽可能保持
砖窑内外独特建筑风格原样，改造成“霍夫曼”
咖啡屋，引进旅游开发商，投资 1000 万元建成
供市民休闲游乐的城郊立体生态公园。 全市计
划利用“空心房”整治，对 13个具有历史文物和
旅游开发价值的民宿、建筑、古迹等进行改造、
修复、保护和开发。

对房龄达百年的古旧老宅，在整治过程中，
临湘市采用谨慎保守拆除方法， 改机拆为人拆，
尽量回收可二次利用的能用之材。 到目前为止，
全市回收青火砖、青石板、琉璃瓦、雕镂花门窗梁
木等各类旧建筑材料和纺车、 布机、 八仙桌椅、
犁、耙等各种旧家（农）具等共计 13万多块（件），
并分类用于“浮标小镇”和民俗文化园建设。

园林城市建设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
环。 该市坚持绿随路走、绿伴人行，通过扩绿化
面积、添绿化景观、提绿化品质，致力一路成一
景。湘北大道 2016年以来提质改造总投资 1.68
亿元， 其中生态绿带建设就达 9200 万元，23.6
公里的道路生态绿带面积达 43万平方米。

公园，是城市绿洲、生态“绿肺”。 该市在建
成 AAAA级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基础上，近
三年投资 10 多亿元，相继建设了白云湖公园、
迎宾绿地公园等 6 个大型公园和连心小游园、
市政小游园等 15 个游园、社区绿地，妆点半城
山色一城水韵。

该市还对城市周边的山体、 水系、 郊野公
园、 受损弃置地等持续开展生态修复、 绿色恢
复、景观提升工作；已建成的白云湖公园、铁路
与公路沿线防护林， 在建的位于长安河上游的
浮标特色小镇系列工程、 水泥厂破旧原址上建
设的长安文化创意园，以及上游生态亲水岸线、
下游湿地生态带状公园在内的长安河风光带系
列工程等项目，都将生态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
市民生活融为一体。

描绘美丽乡村，建设宜居城市。临湘市农村
“空心房”整治及城区绿化，正在谱写“宜居、宜
业、宜游”三大篇章。

临湘滨长江、临洞庭，其境内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 境内有长江岸线 38.5公里，河流 66条、湖
泊 9个、中型水库 3个。 作为长江中下游的一颗
“明珠”，临湘近年来感受到水环境承受的压力之
重：人们想要的“梦里水乡”渐行渐远，“汀洲暖渐
渌，烟景淡相和”的诗中意境只能梦里重现。

如果经济搞上去了，民众却要为水是不是干
净、空气是不是清新而烦恼，何谈生态文明？ 群众
哪来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这些地方发展的共性
问题，也摆在临湘决策者的面前。 而现实中，临湘
既是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直接
责任者， 也是湘鄂两省协同治水的重要主导者，
还是岳阳市区供水用水的有力保障者。

“以‘全景临湘、全域旅游’为统揽，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抓手，强力推进河长制工作，
全面系统推进水环境治理，续写‘大禹治水’新
传奇！”临湘市委全会上，大家齐刷刷举手，一致
通过了《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决议》。临湘市委、市政府提高政治站位，提
前谋划，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抓手，
将抓好中央环保督察摆在全市工作的突出位
置，积极响应岳阳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先后
成立了市委书记李美云任政委，市委副书记、市
长魏淑萍任组长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领导小
组，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卫战随即打响。
水污染问题出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临湘岸线资
源丰富，在催生航运经济的同时，也招致砂石作
坊的觊觎，江面非法采砂船“打游击”，沿岸砂石
堆场“占地头”，导致了岸线资源的极大浪费和
严重破坏，整治工作已是如箭在弦。 去年以来，
临湘市根据上级部署， 集中火力全面打响了长
江沿线砂石堆场歼灭战。

临湘市组织水利、交通、园区及属地乡镇
30 多人， 调用各类机械设备 15 台，20 天内将
鸭栏码头以下 13 个小型砂石堆场先行全面清
理到位，全面推进鸭栏码头以上 4 个大型砂石
堆场整治工作。 李美云、魏淑萍多次现场调度
督战，组织各职能部门召开现场会，对最大的
白马矶和通达物流堆场下发限期清除通知，共
清除、转运通达物流货物 20 多万吨，拆除拌料
罐、拌料机等设备与办公板房，运营了几十年
的砂石堆场成为了历史。对白马矶彻底清除并
进行土地平整、植草复绿，长江大堤堤身恢复
原状，并结合全域环境整治、沿江封洲禁牧行
动及“国土绿化”行动，设立各类垃圾处理设施
近 1000 处， 在江堤内侧 50 米范围内完成沿
江绿化带 8 公里， 秀美江景成为全景临湘、全
域旅游的新亮点。

打赢生态保卫战，得有定力。该市对非法采
砂行动毫不手软， 先后开展联合行动 10 多次，
现场驱赶采砂船 100 余艘次，立案 19 起，抓获
非法采砂、运砂船舶 29 艘，罚款 130 余万元。
现正在扣押的非法盗采和装运船 7 艘， 该市公
安局立案 3 例、刑拘 1 人、逮捕 7 人，盘踞长江
多年的非法采砂“游击队”全军覆没，江面重新
回归了平静。

该市全面打响了湖泊保护战， 针对黄盖湖
以及洋溪湖、冶湖等湖泊非法捕捞等情况，临湘
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重拳出击，周边聂市镇、
黄盖镇干群听令而动、全员参战。 李美云、魏淑
萍部署、调度、指挥，在国庆中秋长假的拆围攻
坚期，连续坚守湖面 8 天，头戴草帽、身穿救生
衣、脚踩雨鞋，坐在冲锋舟上督战，坚决啃下拆
围这块硬骨头。在 5个月之内，共拆除黄盖湖内
围栏 9636 亩、网箱 6800 口，彻底解决了破坏
生态环境的问题。

河流治理是临湘水环境治理的关键点。该市
利用被纳入全省第一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市
推进县（市）的良好契机，强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整市推进项目，投入资金 1.2亿元，全面实施
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四大工程。 通过整治，临湘饮
用水源水质合格率达到了 95%。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了 95%以上，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达到了
100%， 污水处理率达到了 75.8%。 临湘市斥资
8000万元， 实施了桃林河金属底泥（渣泥混合
物）污染治理工程。 结合临湘全域旅游布局，实施
了桃林河流域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在桃林、长塘、
忠防、桃矿 4个镇（街道）实施立面改造、污水处
理厂等 7大项目建设，全力打造生态环保、风情
独特、产业兴旺的沿河特色小镇。

治水之战全告捷，经过整治的临湘，展现出
“城水相融、人水相依”的亲水画卷。

（本版图片均由临湘市委宣传部提供）

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

铺设彩沥车道和景观带的黄盖湖大堤。

独具瑶族风情的休闲山庄。

黄盖镇“空心房”整治美如画。

绿意盎然的湘北大道。

一 条 心
——— 攻下河湖治理 秀出亲水画卷

一 股 劲
——— 整治“空心房” 留住几多乡愁

一 盘 棋
——— 算好生态账 壮大“绿色银行”

点缀在城区的小游园。

——— 临湘市打响生态环境整治保卫战纪实

丹青指处 秀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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