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陈新

“我以为是一座花园，没想到竟是
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市民张云初次
“闯入”长沙市岳麓区洋湖湿地科教区
内的洋湖再生水厂，看到眼前的美景，
一脸的惊讶。

11月4日上午， 阳光倾泻而下，记
者步入湖南先导洋湖再生水有限公
司， 眼前的这座再生水厂几乎被各种
植被包围， 芦苇荡漾， 杨柳拂打着水
面， 泛起层层涟漪， 仿若置身大花园
中， 远处几名市民在池畔栈道正悠闲
漫步，不时端起手机拍照。

一座污水处理厂何以变身大花
园？

“我们在全国首次采用‘MS-
BR+人工湿地+湿地公园’ 组合工艺，
实现污水零排放和全部再生利用， 人
工湿地已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去
处， 变‘邻避型’ 污水厂为‘邻利
型’ 生态公园。” 湖南先导洋湖再生
水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文明道出了
“独门秘籍”。

王文明一边说一边带着记者来到
污水厂污水入井口。

“2012年8月， 洋湖再生水厂一期
竣工投入运行， 每天来自含浦、 坪塘
和洋湖3个片区4万吨城市污水通过2
条直径达0.8米的污水收集主管网进入
水厂， 经过粗格栅、 细格栅和旋流沉
沙池等进行一级物理处理， 将水中的
垃圾、 泥沙去掉， 然后再经过MSBR
池进行二级生物处理， 出口水质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级B。” 王文明说， 上述处理和传统
污水处理厂差不多， 关键是那片120
亩的人工湿地才使洋湖再生水厂“独
步武林”。

沿着蜿蜒的景观河道， 来到了绿
意浓浓的人工湿地。 菖蒲、水葱、风车
草、美人蕉……眼前的植物肆意生长。
此时， 刚刚处理后的水正随着地形的
高低走势在植物根部2米深的碎石下
流动。

“通过模拟自然湿地，由碎石等填
料、水生植物、微生物和水体组成复合
体，既打造了生态化的自然景观，又能
使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 ”王文明带着记
者来到人工湿地的一处出水口， 清流
正源源不断地流到三级生物塘。 在阳
光的照耀下，水草摇曳，清澈见底。 记
者俯身捧一把水， 仔细查看， 无色无
味。

这些水流向何处？
“没有直接排放，而是作为水源补

给洋湖湿地公园，真正循环利用，实现

污水零排放。 ”王文明说。
然而， 洋湖再生水厂的建设规划

曾一波三折。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危建新介绍
说， 洋湖再生水厂刚开始设计为传统
污水处理厂，但是要稳定达到一级A排
放标准，就可能会面临“能耗高、药耗
高、 污水再生利用率低、 邻避效应明
显”4大难题。

据此，长沙市相关市领导指出，洋
湖新城片区在长沙两型先导区的核心
区内，规划建设要体现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理念。 经过向外界学习和请教，
最后，“MSBR+人工湿地+湿地公园”
的污水处理方案应运而生。

“洋湖水处理模式，获得省内外水
处理专家和众多污水厂的青睐。 ”王文
明告诉记者， 经过实践表明， 通过
“MSBR+人工湿地+湿地公园”组合工
艺，既环保又节能，传统污水处理厂处
理一吨污水如果要达到一级A标准需
要电耗0.4至0.5千瓦时，而洋湖处理一
吨污水只需0.15千瓦时， 节能60%以
上。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洋湖
再生水厂共安全运行2272天， 处理污
水7409.67万吨，共回用再生水7409.67
万吨，COD减排量8477.52吨，氨氮减排
929.79吨，总氮减排756.17吨，总磷减
排97.84吨。

城市污水不仅实现了“零排放”，
而且还将在这里实现“增值”。

记者在洋湖再生水厂看到， 设计
污水处理规模8万吨/日的洋湖再生水
厂二期已经投入运营， 中水回用示范
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王文明说，二
期项目出水经中水厂加氯消毒处理
后， 在洋湖生态新城和大王山片区作
为绿化浇洒、道路清扫、洗车、冲厕等
用水。

“污水还将变身为供暖不可缺少
的宝贝。” 王文明颇为自豪地说， 目
前计划投资约1.2亿元， 采用“中水源
热泵+冷却塔冷水机组” 供能方案，
建设能源厂， 将可为近100万平方米
的居民家里供暖。 此外， 污水处理厂
中的污泥和人工湿地植物的秸秆也将
通过建设资源厂得到无害化利用。

为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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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南省
开展“回头看”工作动员会召开后，各市州党
政主要领导纷纷赴一线督办环境问题整改，
纷纷表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杜绝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
敷衍整改

各市州抢抓时间，推动环境问题整改，坚
决杜绝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 敷衍整改等问
题。

11月4日，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邓群策
先后来到衡东县大浦污水处理厂、 湖南有色
衡东氟化学有限公司和衡阳市雁峰区餐饮油
烟污染整改现场，督查环境问题整改。 他说，
要切实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 确保排放
水质经得起检验；切实增强环保意识，强化责
任落实，严守工作底线，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要抓好餐饮油烟污染源头治理， 完善油烟净
化设施维护保养制度和监管制度， 确保餐饮
油烟排放全部达标； 要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重点， 扎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

11月3日，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谈文胜
前往湘潭市泰山石膏、 东方明珠二期、 竹埠
港、南天化工等企业、项目现场，督导大气、重
金属、土壤污染治理工作。 谈文胜说，优良的
生态环境是老百姓最基础的实惠。 要坚决落
实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要求，咬紧目标，加快相
关治理项目建设进度，按时完成整改任务；要
系统施治， 从顶层设计层面搞好整个竹埠港
片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开发， 创造性推进竹
埠港“退二进三”的各项工作；要把南天化工

的相关整改措施跟踪到位， 把每一项落到实
处，让老百姓获得生态实惠。

11月2日，邵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事青
前往邵阳市大祥区雨溪街道，与依法反映“邵
阳云峰水泥环境问题”的群众面对面交流，倾
听群众心声， 解决群众诉求。 刘事青当场明
确：即日起，由他本人担任该项整改任务的总
督导，副市长蒋志刚担任总协调，大祥区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一线整改总指挥； 组织精
兵强将，进驻整改一线，政企联动强力开展整
改。要用最短的时间，将环保整改和搬迁工作
的时间表、路线图拿出来与群众见面，征求群
众意见，完善整改方案。 整改过程中，要及时
公开信息， 接受群众监督， 坚决杜绝表面整
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 刘事青还当面向群
众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随时接受群众监
督。

举一反三抓整改， 构建长效
机制

各市州党政主要领导坚持到一线解决问
题， 举一反三抓整改， 构建环境保护和污染
治理长效机制， 确保问题改彻底、 改到位。

11月2日， 常德市委副书记、 市长曹立
军来到常德市鼎城区、 安乡县等地， 实地督
导检查石板滩矿坑污染整治、 珊珀湖水污染
综合治理等工作。 他说，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一线工作法”，
加大推进力度， 全力抓好矿区整治和珊珀湖
治理。 他说， 生态环境的治理， 既要立足眼
前、 加快推进， 也要考虑长远、 综合治理、
科学规划。 对于重点、 难点、 攻坚克难的工
作， 各级各部门要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
做到干部在一线工作、 领导在一线指挥、 问
题在一线解决、 能力在一线提升、 绩效在一
线考核、 奖惩在一线兑现， 认真较真、 务实
扎实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11月3日， 张家界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

革安来到张家界市煤炭湾垃圾填埋场、 茅坪
锌镉渣治理项目现场、 后坪广岩嘴砂场等
地， 详细了解锌镉渣处置、 砂场拆除生态恢
复、 水电站拆除等情况， 就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再督促、 再检查。 刘革
安表示， 必须以最高、 最严标准抓好整改落
实， 确保问题改彻底、 改到位； 要严格落实
责任， 做实做细各项工作， 有力有效推进中
央环保督察突出问题整改工作， 推动全市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

11月2日， 怀化市委副书记、 市长雷绍
业现场调研怀化市太平溪污水治理工作时
说， 要进一步落实责任、 严管严控， 确保
早日实现河畅、 水清、 岸绿、 景美目标。
雷绍业在检查太平溪污水一体化应急处理
项目并沿路查看河道后说， 要实施源头治
理， 做好日常监管， 进一步加快城东污水
处理厂建设， 充分发挥污水一体化应急处
理项目的减排效益， 形成设施完善、 管网
配套、 在线监测、 运行稳定的污水治理体
系。 对存在的突出问题， 要分类分项制定
整改方案， 明确时限要求， 逐一整改到位，
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实际成效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

11月1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
书记、 州长龙晓华在花垣县现场检查振兴公
司和文华尾矿库关闭整治工作。 她表示， 各
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坚守生
态环保底线， 加强环境污染监管， 狠抓中央
环保督察交办信访问题及省交办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 要把环保责任扛在肩上， 切实强化
政府、 企业、 社会责任， 严格执法， 严肃追
责， 突出抓好涉矿采选环境问题以及大气、
水、 土壤环境污染综合整治， 确保按时完成
整改任务。 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 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回头看”， 逐一排查、 逐
一整改、 逐一销号， 构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
理长效机制。

通讯员 吴红艳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夜幕降临，月明星稀。11月3日晚，花垣
县十八洞村，鼓声阵阵，苗歌声声，乡亲们自
发筹办的“‘精准扶贫’从这里出发———十八
洞村2018年‘11·3’文艺晚会”如期开场。

村里办晚会，忙了一天的人们，草草扒
了几口饭，就往村部赶。人群中，年纪最大的
有80多岁的阿公阿婆；最小的，就是背篓里
的胖娃娃。

19时许，舞台上张灯结彩，灯光闪耀。舞
台前后的坪场上、 旁边小山坡的林子里，人
头攒动，熙熙攘攘。

“咚咚咚，咚咚咚……”晚会在一阵阵欢
快的苗寨迎宾鼓中拉开帷幕。丰收的锣鼓敲
起来了，悠扬的苗歌唱起来了……

《苗岭迎客歌》《总书记来到我们村》《精
准扶贫人人夸》《不忘老乡亲》等节目一个接
着一个。农事展示、苗族高腔、苗装走秀、苗
族绝技……乡亲们用苗家人最淳朴的方式，
动情表达对精准扶贫的赞美、对党和国家的
感恩。晚会还表彰了龙福高、刘青书等18位
“最美十八洞人”和18户“五好家庭”、48户卫

生先进家庭。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偏

僻、贫困的十八洞苗寨，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战略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5年来，十八洞村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各
级各部门关心支持下， 自力更生建设家园，
发展当家产业， 奋力决战贫困。2016年，村
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
8313元，全村整体脱贫摘帽。2017年，村民
人均纯收入达10180元。十八洞村先后荣获
“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省脱贫攻坚示
范村”“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等殊荣，十八洞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如今，村民吃好穿暖了，住得
舒心了，苗寨更美了，进村的游客越来越多
了，乡亲们乐了笑了。

村党支部书记龙书伍说：“2014年以
来，这样的庆祝晚会，我们已连续举办四届，
凝聚建设美丽乡村的活力。”

“山路十八洞弯，溶洞十八洞连。总书记
到苗寨，来到家门前。北京苗寨千万里，不忘
老乡亲……”深秋月夜，尽管天气湿冷，乡亲
们的心里却格外暖和，唱得格外起劲。

苗歌声声念恩情
———十八洞村2018年“11·3”文艺晚会见闻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刘勇 通讯员 马晓宇）在11月2日举行的第
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长沙市农
业委员会编发的《乡村振兴湖湘民居手册》
在展馆发放，激起参展观众的浓厚兴趣。

长沙市把“治房”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要内容，提出到2020年，建成1万户
以上具有湖湘风貌特色的农民新
房， 完成5000平方米民居装配式建
筑示范项目建设， 因地制宜规划建
设一批农民集中居住点。

传统农村自建房动辄半年以
上，且存在空间布局不合理、外形设
计不美观、资源浪费等问题。 长沙市
农委此次编发《乡村振兴湖湘民居
手册》，邀请中民筑友提供装配式建
筑技术支持， 从民居设计、 环境美

化、环保理念等方面，展示了新一代乡村民
居的升级方向。 中民筑友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筑友家”民居系列产品，经过标准化设
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信息化管理和
一体化装修， 可3天完成主体结构建设，60
天精装修交房， 建造品质和效率大幅度提
升。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孟姣燕）记
者从11月2日在长沙县举行的2018湖南首
届民宿业发展研讨会上获悉，全国民宿产业
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据
年初的统计数据， 全国客栈民宿总数已达
4.2万家；我省民宿业表现较为抢眼，以1600
多家位居全国第10位。

为推进民宿产业发展，近年来我省采取
了众多扎实举措， 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
今年5月，湖南省两型精品民宿标准实施，为
旅游民宿生态品质建设，发挥了行业指导和

示范引领作用；湖南旅游饭店协会民宿客栈
分会成立，搭建系统性、广泛性平台；同时，
长沙县、资兴市、武陵源区等多地还出台了
地方旅游民宿行动计划和地方标准，为民宿
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在诸多有利条件下，
我省涌现出“慧润”“五号山谷”等一批响亮
的民宿品牌。

业界认为，湖南山水人文荟萃，民宿业
正在后发赶超。特别是长沙县精品民宿主题
鲜明，引领全域旅游，与民同利的经验值得
推荐。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各市州党政主要领导赴一线督办环境问题整改综述(下)

民宿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湖南民宿数量位居全国第10位

乡村民居引入装配式建筑技术
长沙市将推动5000平方米试点示范

� � � � 11月4日，新田县
石羊镇宋家村武当山
庄， 村民在进行摸鱼
比赛。当天，该县举行
2018年“问稻武当”秋
季稻田文化节， 通过
收割水稻、 摸鱼比赛
和亲子活动等， 展示
农耕文化， 带动乡村
旅游和生态农业的发
展。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贵雄

摄影报道

我抓到了
一条鱼！

截至今年10月底
洋湖再生水厂共安全运行2272天

处理污水7409.67万吨

共回用再生水7409.67万吨

COD减排量8477.52吨

氨氮减排929.79吨

总氮减排756.17吨

总磷减排97.84吨

制图/李妍

污水变清流
———探秘洋湖再生水厂污水“零排放”和资源化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