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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
蓉区

漫步在芙蓉区的大街小巷，细细品读这
座城市， 既能感受扑面而来浓浓的商业气
息，又能触摸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40 年， 芙蓉区城市品质建设随着经济
壮大而日益丰厚。

1992 年， 芙蓉区大力开展高标准绿化

示范小区建设，涌现出如王府花园、梦泽园、
水云间等一批以良好的园区绿化和生态环
境为优势的高档楼盘居住小区。 1992 年至
1998 年，芙蓉区委、区政府投资 110 万元，
对蓉园路等十几条主次干道进行绿化恢复
和补植，建设曙光北路、长岛路两条绿化样

板路。 1998 年 4 月， 芙蓉区被省绿委授予
“实现全面绿化区”称号。从 1998 年至 2008
年芙蓉区相继建设火车站绿化广场、五一绿
化广场、芙蓉绿化广场、锦泰广场等，为广大
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中心绿地。

芙蓉区的品质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绿化，
更是将品质内涵推向街头巷尾。

“推窗见绿，在家门口逛公园，这是何等
韵味！ ”说起这两年，芙蓉区品质和内涵不断

提升，家住芙蓉区的居民由衷地点赞。
2016 年 8 月 15 日，中共长沙市芙蓉区

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 芙蓉区以五年为奋斗
目标，建设“财富芙蓉、智慧芙蓉、魅力芙蓉、
幸福芙蓉”， 推动芙蓉区向具有国际品质和
湖湘文化特色的精品之区大步迈进。

“精美城区，不只是要做到精致精细，更
应当有温度、有品格。 ”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
一语中的。 从此，城市之美，由外而内散发。

麻石小径、青砖老宅、雕花窗门，漫步都
正街，这里浓缩了光阴的故事。 自 2016年开
始，芙蓉区着手铺排对辖区内 26条特色花街
的打造。 营盘路人文历史街上“潇湘八景”气
势恢弘；东湖街道古井乡愁街里品井水甘甜；
东屯渡喜文化街中让人步步知喜……如今，
一条条赋予了“魅力芙蓉”的街巷涌现出来。

2017 年，芙蓉区启动强党建、提品质、
惠民生“三大工程”和“九大行动”，率先全
市发布社区提质提档“芙蓉标准”，打造了走
马楼、识字里、荷晏等精品社区、特色街巷。

新画卷还在描摹， 内涵正不断丰盈。
2018 年，芙蓉区新增绿化面积 19 公顷，5 条
林荫大道、2 个林荫广场、7 个城乡公园，五
一路、芙蓉路、红旗路……各具特色的景观
呈现在世人面前，仿佛人在画中游。 芙蓉区
还计划在 2020 年之前， 建设 1000 公里绿
道、1000 公里慢步道，实现主城区新增公园
和游园 100 个，提质改造一批居住区公园。

城者，盛民也。 城市之“美”，终极目标是
为了提升民生福祉，这是芙蓉改革为民的新
尺度。 如今，芙蓉区正努力打造更加优质高
效的 15 分钟“入学圈”“医疗圈”“健身圈”

“养老圈”，精细化服务，温暖百姓。
40 年发展历程， 守住碧水蓝天， 一个

“绿富美” 的芙蓉区正在成长；40 年后再出
发，未来芙蓉区更耀眼！ 更迷人！

向环境要品质
———芙蓉区改革开放40年成就展示之二

陈 新

这是一块创富热土。 42.8
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 2017 年

实现 GDP 总量突破 1300 亿，

增速达 9%，主要经济指标保持

全省率先、中部领先地位，令人

赞叹！

这是一座魅力之城。 这里

城水相依、 绿意相融， 城区精

美、内外兼修，不仅有高楼大厦

勾勒的优美天际线， 更有连绵

画卷，品质老街。

40 年间，作为省会中心城

区， 长沙芙蓉区围绕生态环境

高颜值的改革探索， 在经济高

速发展同时向环境要品质，实

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

济和环境的双赢发展。

浏阳河缠绵婉转九道弯后， 拥入浩浩湘
江，将最浓墨重彩的一弯落笔芙蓉区。 如此美
好的浏阳河，见证了芙蓉区“水文章”治理的
脚印。

10 年前，老百姓抱怨：“腰包鼓了，水质
却在变劣”。 芙蓉人清醒地认识到，水不仅意
味着生命，意味着资源，更意味着未来；治水
攻坚战，就是要对传统发展方式、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进行根本变革。

从 2006 年 7 月，芙蓉区委、区政府为保
护浏阳河属芙蓉段的水环境，决定投资 8933
万元， 用三年时间对浏阳河流域地区进行综
合整治，改善区域的水环境，提升浏阳河的品
位，促进该区域的工业、商贸业、旅游业的发
展， 改善沿岸居民的居住环境， 提高生活质
量。

治水不仅是一场攻坚战， 更是持久战。
2013 年，芙蓉区以浏阳河为主线，整治与转
型兼顾，拉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治水大战”。
芙蓉区出台《浏阳河芙蓉区段污染治理实施
方案》，成立由区长任组长、10 个职能部门及
街道为成员单位的浏阳河污染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现场调度、专题会议，详细分解责任目
标，加速推进行动进展。 同时，由区政府督查
室定期对相关部门和街道的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开展考核监督， 确保工作按时序进度顺利
推进。

水质要提升， 截污处理系统建设和污水
处理是关键。 2014 年，芙蓉区完成了全部污
水管网建设和沿线杉木港、六厘港、罗溪港、
泉水塘、姚托撇洪渠、砂嘴子 6 个排口的截污
改造；2017 年，芙蓉区完成辖内罗溪港、双杨
渠、 沙咀子港等在内的 13 处黑臭水体治理，
一条条黑臭河清澈起来。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芙蓉区实行水
岸同治， 标本兼治， 先后完成砂场整治、500
多户畜禽养殖户全部退出和石材加工厂全部
退出或拆除；针对水上餐饮经营活动的船只，
芙蓉区采取“零容忍”态度，落实两天一查、一
周一报的长效监管工作机制，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目前浏阳河芙蓉区段没有水上餐
饮经营行为。

河长上岗，“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2017
年，芙蓉区建立河长制，党政一把手管河，一
竿子插到底，层层压实河长责任，同时在浏阳
河设置水质监测点 38 处，增设浏阳河自动水
质监测站 5 处，及时对浏阳河水质预警。

徜徉在浏阳河芙蓉段，看清波泛起，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亲近浏阳河，触摸浏阳河，倾听
浏阳河的故事，享受浏阳河的馈赠……

一水清流，浏河两岸景象新

精雕细琢，城市有内涵更有温度

初冬时节， 从空中俯视芙蓉
区，碧空如洗，江天寥廓，良好的
空气质量使人心旷神怡。

“高颜值”的蓝天并非偶然，
而是芙蓉区历届决策者一脉相
承、久久为功的结果。

翻开芙蓉区历史， 时光回溯
到 40 年前。 1978 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
1979 年 6 月，芙蓉区当时称作东
区， 决定成立东区环境保护办公
室， 芙蓉区环保事业随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踏步前行。

数据显示，1981 年，东区 189
家中央、省、市、区工厂企业中，有
污染物排放的 60 家， 占总数的
31.3%。 经济发展同时，芙蓉区也
面临“成长的烦恼”，生态环境问
题也逐渐显现。 如何兼顾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 这是摆在决策者
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东区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
清醒地看到，发展不能竭泽而渔，
既要发展经济，更要抓好环境。随
即确定， 东区的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的重点是：控制大气污染！

从 1985 年起， 东区开始采取分路段和
分片区建设的办法，创建烟尘控制区。 1988
年到 1990 年，东区创建三个烟控区，即韶山
南路以东， 五一路以北至区边界 5.28 平方
公里；东郊两铁路之间和杨家山市政府机关
宿舍 1.5 平方公里的烟控区。 通过“重拳”整
治，烟控区内锅炉、茶水炉、工业窑炉、土灶
都达到了烟尘控制区的验收标准，1991 年 3
月， 长沙市政府授予东区为烟尘控制达标
区，成为全市第一个烟尘控制达标区。

时光荏苒， 历届决策者将保护环境，生
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层层递进。

2008 年， 芙蓉区环保局同区环卫部门
积极合作，成立治尘办，整合资源、统一指挥
调度，形成治理扬尘的最大合力；环保局与
建设部门协同配合，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
控制，确保围挡率、覆盖率、出入口车行道路
硬化率和出入车辆的清洗率均达到 100%。

2016 年以来， 芙蓉区为进一步提升空
气质量、推进清霾行动、挖掘减排能力，全面
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烧行动，组织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将燃煤污染治理的对象瞄准了第三
产业；2017 年 12 月 10 日， 芙蓉区承担的
4015 台黄标车淘汰任务全面完成， 在内五
区率先实现清零。

2018年 1月起，一场席卷全市的环境污
染整治大会战———“蓝天保卫战” 在长沙打
响。 芙蓉区迅速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狠抓
大气污染治理，严格按照控尘、控车、控排、控
烧、控煤、控油“六控”和“十个严禁”要求，从
严从重查处各类污染大气的违法行为。

改善空气质量措施进一步深化和精准。
从今年 8 月起，芙蓉区联合第三方环保

科技公司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通过雷达定点
扫描、雷达走航巡查、无人机巡查与手持颗
粒物监测设备等技术， 对大气污染源实行
“多点包抄”，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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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浏阳河两岸尽显生态美。 李健 摄

▲改造后的芙
蓉区东湖街道古井
乡愁特色文化街。

（芙蓉区委宣
传部供图）

▲

浏阳河婚
庆主题公园周边
绿意盎然。

（湖南日报新
闻影像中心供图）

浏阳河 以 西 ，
蓝天下的芙蓉区。

陈居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