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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2018
年，省政协将“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推进落实
情况” 列为本年度重点专题协商和民主监督
课题，要求省市县政协联动，形成合力。 4 月
12 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轻车简从，采取“四
不两直”和三级政协联动的方式，先后来到湘
阴县湘江注洞庭湖入口、 汨罗市重金属污水
处理厂等地，调研岳阳市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情况、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销号情况， 以及推
进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所取得的成绩与经
验、存在的困难与问题等。

“忙到点子上，才是政协保持‘一线’作
为，保持‘时时在线’的最终目的。 ”岳阳市政
协主席徐新楚发出动员令。 市政协主席会议
研究，决定将“洞庭湖生态环境联动治理和综
合施策”确定为市政协 2018 年重点专题调研

协商监督课题。 岳阳市各县（市）区政协为此
花了不少心思，下了不少苦功，将“一线工作
法”贯穿履职全过程，各级政协委员挥洒热情
和汗水，奏响了一曲澎湃的治水歌。

问题在一线解决，形象在一线树立。 3 月
初， 聚焦“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推进落实情
况”， 岳阳市政协成立了课题调研监督组，由
主席徐新楚任组长，副主席李平任副组长，市
政协法制群团人资环委、九三学社岳阳市委，
相关县（市）区政协主席为成员，并邀请部分
政协委员、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 岳阳
市县两级 198 名政协委员分成 36 个调研踏
看组，按照省市县政协三级联动的要求，围绕
“洞庭湖生态环境联动治理和综合施策”，深
入洞庭湖区实地踏看，倾听民声，探讨对策，
形成汇聚各方智慧与建议的调研报告。 此轮
专项调研协商监督活动，为洞庭湖、长江的生
态环境改善画出了最大的同心圆。

只为碧水荡漾，只为百姓欢笑。 岳阳市政
协委员们深入沿湖县（市）区水域实地踏察访

谈，收集情况，发现问题，现场交办。 同时召集
相关调研座谈会 5 次， 了解全市洞庭湖生态
环境治理政策措施，收集问题线索，通过政协
云和微信平台， 向广大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
征集意见建议和问题线索。 岳阳市政协常委、
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袁小文提出了《念好“法治
经”，保护洞庭湖》的建议；市政协常委、君山
区政协副主席杨善提出《健全东洞庭湖湿地
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意见；市政协委员、九
三学社岳阳市委秘书长杨波提出了《关于进
一步优化污水处理厂效能的建议》。 调研期
间， 共收到有关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意见建
议和问题线索 51 条，列出了清单。 岳阳楼区
政协委员吴群多次参与市江豚保护协会的志
愿行动，进湖区、学校、社区宣讲江豚与湿地
保护，为生态保护鼓与呼；深入一线巡逻、监
督，打击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电鱼活动
50多次。 岳阳楼区政协委员徐宙雄不仅自己
参与生态保护行动， 还发动亲友参与救护江
豚及鸟类 20多次。

为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全力
落实湖南省委全会有关会议精神，5 月 14 日，
岳阳市委七届六次全会通过《关于推动长江
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决议》，要求全市
上下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把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守护好一江碧水，在推
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 走在全
省和沿江城市前列。

要守护长江、洞庭湖，须汇智共商、联手
共治、聚力共建。 今年来，环洞庭湖地区两省
四市一区的政协组织主动作为， 发起召开政
协主席联席会议， 共商洞庭湖生态环境联动
治理良策，为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提供科学、务实、高效的发展建议。 省政协
委员、岳阳市政协主席徐新楚提出，要着力构
建好四市一区行政首长和职能部门参加的联
席会议机制、 多部门综合执法和跨区域联动
执法机制、流域政府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6
项机制， 以解决当前不同程度存在的政策不
统一、工作不协同、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
合力不充分、整治不彻底的现实难题。

岳阳市保持定力，跳出整治抓整治，将生
态环境专项治理与城市提质、 乡村振兴相结
合，大力推进城乡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强化了
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乡结合部污水截流、收
集。 污水处理厂、 垃圾场建设力度进一步加
大， 岳阳楼区等 5 个县城以上污水处理厂建
设项目正开工建设，4 座将于近期建成，14 个
县城以下乡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加速推
进。 全市新建乡镇垃圾中转站 71 座，年底前
将达到 118 座； 村级垃圾收集点已实现全覆
盖。

该市率先在全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按照宜耕则耕、宜建则建、宜绿则绿的原
则，“拆、建、管”并举，截至 6月底，共整治农村
“空心房”近 400万平方米，腾地 1.37万亩，恢
复或新增生态绿地 485 亩， 带动了环湖沿江
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了乡村振兴。 岳阳市这些
极具创新性和操作性的做法， 得到了省委书
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的肯定。

虎踞龙盘今胜昔，水秀巴陵慨而慷。 为了
让岳阳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该市正在斩污、净水、洁地、增绿上持续发力，
用高昂斗志和不懈努力， 将环境整治工作推
向新的高度，为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谱写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岳阳篇章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岳阳打响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纪实

呵护母亲湖，守望绿家园
亚 平 典 波 杨 星 陈 练

“鱼儿游，鸟儿飞，豚儿跃，洞庭之
上天蓝水碧，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
盛夏时节， 几名来自深圳的寓外乡友，
与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洞庭
湖寻访江豚，不禁连声赞叹。

“一水护城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
来。 ”一湖清水向东流，折射出岳阳环境
整治的新成效： 截至目前， 东洞庭湖 7
个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提升到 85.7%，
湿地保护率达 76.6%， 越冬水鸟
数量创近 10 年之最，洞庭湖江豚
种群稳定在 100 至 120 头之间。

舟行碧波上， 如在画中游。
人们形容现在的岳阳是 “水秀巴陵
如画卷”， 到处展开着湖晏河清的
“美丽中国”山水画。这一切，与岳阳
市正在深入开展的环保综合整治息
息相关。 地处洞庭湖畔的岳阳一手
抓科学治理，一手抓管理保护，“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迎来“加速度”，正悄然亮
出“生态之城”新名片。

“万树江边杏， 新开一夜风。 ”4 月 25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
许达哲的陪同下， 来到岳阳市君山区华龙码
头等地，察看非法砂石码头取缔及整治复绿、
湿地修复等情况。“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
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 一定要给
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半
天的考察风尘仆仆， 但习总书记的嘱托却字
字千钧。

头枕长江，怀抱洞庭，岳阳管理着东洞庭
湖全域和湘阴横岭湖， 是对接长江经济带的
桥头堡，是湘江流域治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战略、长江大保护的关键节点、重中之重。 作
为长江中下游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 岳阳近
年来感受到水环境承受的压力之重： 一面是
水资源遭到破坏，经济与环保不能兼顾；一面
是群众的“锦绣水乡”渐行渐远。 如果经济搞
上去了，市民却要为空气是否清新、水是否干
净而烦恼，何谈生态文明？ 如果口袋鼓了，大
家出门却要与“脏臭江湖”为伴，哪来民生的
幸福指数？

一连串的问号，摆在岳阳决策者面前。
洞庭有幸， 党和政府对她投注了关切的

目光。去年初，党中央作出适时开展第三批环
保督察的决策部署。岳阳决策者充分认识到，
中央环保督察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
务，更是岳阳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必须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
的切实举措，恪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要求，加快污染治理，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实实在在增强 570 多万岳阳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

如何守护好一湖一江碧水？岳阳市委、市
政府提高政治站位，提前谋划，切实贯彻落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摆在全市工作的突出位置， 成立了
市委书记任政委、 市长任组长的迎接中央环
保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与突出环境问题整治领
导小组，强力推进湘江流域治理与保护“一号
重点工程”、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治理三年行
动。

去年来， 岳阳市委常委会议多次专题研
究环保督察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反馈问题整
改及信访件办结， 全面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
改，要整改一处、完成一处、销号一处。 ”3 月
30 日，全市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暨河(湖)长制工作推进会上，岳阳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和生发出作战令，
“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保持‘攻营拔寨’的
态势，强化‘守土有责 ’的担当，扎实推进河
（湖）长制落实，坚决打赢洞庭湖生态环境整
治攻坚战，着力构建生态发展新格局！ ”

市委有决策，政府抓落实。岳阳市委副书
记、 市长李爱武多次主持召开专题市长办公
会，研究部署环境整治工作。该市先后制定了
《岳阳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责任清单》《岳阳
市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等
10 多个文件，明确了“一个问题、一名牵头市
级领导、一套方案、一支队伍、一抓到底”的工
作机制。

怎样在洞庭湖生态治理中贡献政协的力
量？ 岳阳市政协主席徐新楚多次主持召开政
协主席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省政协要求，配
合市委市政府做好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治理，
岳阳市政协责无旁贷！ ” 徐新楚细审调研方
案，确定调研原则，深入一线调度指挥，带领
调研小组实地踏看，与基层群众座谈交流，对
有关调研报告进行审查， 并出席有市政府领
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题协商会。 政
协调研组分赴各联点县（市）区明察暗访和督
导，聚焦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推进落实情况。

口头承诺是责任，一线履职显担当。针对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 按照岳阳市
委、市政府部署，副市长黎作凤多次组织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 七易其稿形成了有关实施方
案。 向各县（市）区及市直单位负责人交办整
改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各县（市）区和市直单
位的责任。 市环保局做好洞庭湖生态环境整
治组织实施、协调、调度、督查等工作，协助制
订了《全市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列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完善了洞庭
湖整治的具体措施，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
调度、一季一讲评。

通过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该市
各县（市） 区具有环保职能的部门均明确专
人，成立了专门机构，全市形成了“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格
局，带动市、县、乡、村干群打响了洞庭湖生态
环境保卫战。

大湖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大江大湖是岳
阳的独特优势，生态红利是最大的民生福祉，
环境治理需要集合所有社会力量和智慧。 近
年来， 岳阳市政协紧紧咬住“建言献策有深
度，服务中心有亮点，基础工作有创新，干部
队伍有朝气”的工作目标，发动各级政协委员
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洞庭湖生态环境
治理当参谋、做推手，展现了政协人的主动作
为和责任担当。

根据市政协重点工作和重大调研课题安
排，去年岳阳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蒋勇、沈
霖、刘阳春等提交了《关于“扎实推进洞庭湖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建议》《关于积极推进我
市东洞庭湖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提案》《关于
进一步加大洞庭湖电打鱼执法力度的建议》，
一针见血指出了岳阳在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方面的“短板”。 当时，与会的政协委员捏了一
把汗：如此严厉近乎问责，政府领导会怎么看？

“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就是要集思
广益、坚持问题导向，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
岳阳市政府领导对相关提案十分重视， 时任
市长刘和生很快作出批示， 并在政府常务工
作会议中采纳了部分提案的建议， 设置了洞
庭湖综合执法支队，各县（市）区设立综合执法
大队， 率先在行政上建立一个综合管理的机
制。 而涉及到立法、司法同步等方面，回复单
位已积极向人大和政府法制办以及省有关部
门进行了汇报，逐步列入立法和赋权的过程。

背水一战抓整改。 近两年来，市县两级政
协委员共提出有关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的意
见建议 130余条，市政协作提案办理的 30条，
有 26件已经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 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有 13项集中在洞庭湖水质改善
方面，这既是整改重点，也是整改难点。 岳阳市
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启动了洞庭湖突出环境
问题集中整治月行动。 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
充分发扬“5+2”、“白 + 黑”、“8+X”精神，加班
加点抓整改。

针对河道非法采砂这一突出问题， 岳阳
市立行立改：环洞庭湖各县（市）区全面停止采
砂； 全市 117 艘采砂船均按照相关部门的要
求集中停靠在指定水域；2017 年共抓获盗采
船只 143 艘， 切割 27 艘盗采船采砂机具，治
安拘留 36 人，刑事拘留 57 人，逮捕 41 人，判
处有期徒刑 8 人；委托专业机构制订了《岳阳
县东洞庭湖春风湖洲滩受损湿地生态修复规
划设计方案》，按照方案要求实施了生态修复
工作； 重新规划洞庭湖河道采砂， 启动了

《2017～2020 年河道采砂规
划》的编制工作。

长江岸线上的君山区华龙码头，
始建于 2002 年， 占用 660 米岸线，
年吞吐砂石量 30余万吨， 常年砂石
乱堆、污水横流，给周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并
直接影响汛期行洪。 如今， 通过拆除堆场、修
复生态，面貌焕然一新。 从去年 3 月起，岳阳
市多部门联合执法，历时半年多，取缔了长江、
洞庭湖、 藕池河的全部 39 处非法砂石码头，
并进行复绿。

岳阳市以问题为导向，完成 20 处黑臭水
体整治，直排污水总量下降三分之二。 强化工
业污染、农业面源防治，共排查重点入湖、入河
排污口 144 个，其中超标排污口 15 个，现已
关闭 9 个， 完成整改 4 个， 剩余 2 个正在整
改； 排查重点工业企业 397 家， 超标排污 24
家，已关停 5 家，其余 19 家已完成整改；累计
关停或搬迁禁养区畜禽养殖场 2513 户、退养
栏舍面积 79.78 万余平方米； 共清理河湖沿
岸、水面各类垃圾等 596 万余吨，并建立了定
期清理的长效机制。

该市创新环境执法保障机制， 组建环境
执法联动工作小组， 建立执法跨部门联动联
席会议、 联动执法联络员和重大案件会商督
办 3 项制度；完善案件移送、紧急案件联合调
查、执法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奖惩 4 项机制。
整改期间， 责令整改企业 174 家， 立案处罚
150 起，处罚金额 865.9 万元，拘留 24 人，约
谈 468人，问责 181人。 查办了汨罗市仇某非
法处置医疗废物污染环境案等一批典型案
件，该案判刑 12 人，处罚近 25 万元，成为我
省首件非法处置医疗污染环境入刑案。 强力
执法彰显威力，岳阳市成为全国“执行 4 个配
套办法情况较好”的 10 个市之一，获环保部
通报表扬。

截至去年底，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中，
岳阳市 14 项已整改销号；解决农村饮用水安
全、自然保护区欧美黑杨清理、洞庭湖水质改
善、 东风湖等黑臭水体整治 4 项任务完成年
度整改任务。 全面完成了 2017年的省定整治
任务，1 项任务提前一年完成。 整改成效受到
环保部华南督察局和省突出环境整改领导小
组高度肯定，去年在全省的评价中，获评全省
并列第一。

担 当 背水一战齐发力

梦 想 勠力同护一湖水

壮 志 治水敢为天下先

豚跃洞庭。 徐典波 摄

珍禽恋洞庭。 徐典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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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之滨，呦呦鹿鸣。
岳阳市政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