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水和谐梦正圆
———常德以水兴城推动发展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前不久， 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国际湿地
公约第13届缔约方大会上， 全球首批18个城
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 称号， 我省常德市
名列其中。 消息传来， 常德市民十分振奋，
为水城常德实至名归而自豪。

依水而居的千年水城常德， 改革开放40
年、 撤地建市30年来， 应时而变， 由水而
兴， 因水而美， 像一幅绝美水墨画徐徐展
开， 透着“世外桃源， 梦里水乡” 的诗意，
令人惊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常德市的
决策者表示， 水城常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努力实现人水和谐， 描绘一
江两岸滨水生活美丽画卷， 打造桨声灯影里
欢乐、 幸福新生活。

江湖安澜， 水患之城加快实
现人水和谐

常德当代发展史， 首先是一部治水的奋
斗史。 沅江岸边、 诗墙公园高耸的“常德抗
洪纪念碑”， 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之一。

常德最大的市情是水情， 最大的忧患是
水患。 1950年至1999年， 这座城市发生的特
大洪灾就有13次。 每到汛期， 几乎都要抗洪
抢险， 特别是沅水岸边的大小河街， 雨天房
屋泡在水里， 晴天晒鱼臭气熏天， 居民苦不
堪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人口增加，
特别是工业“三废” 随意排放， 河湖水面变
窄变小，水质变黑变臭。“上世纪70年代鱼虾
绝代， 80年代臭气难耐”， 是这座城市的真
实写照。

治城先治水， 成为常德干部群众的共
识。

上世纪90年代末， 常德以改革的勇气，
启动浩大的治水工程， 耗时10余年， 拆迁安
置大小河街等处居民1600多户， 将沅水河堤
外移， 修建可防御50年一遇洪水的4公里长
的防洪墙， 让沿岸居民安居乐业。

湿地是蓄水防洪的天然“海绵”。 20年
前， 常德放眼全球,以开放的心胸迎来世界自
然基金会和国际湿地专家。 他们来到常德传
播湿地保护理念： 化水为利， 变湿为宝， 退
田还湖。 常德以湿地保护为契机， 大力整治
工业和养殖污染， 实施湿地生态补水、 污染
控制、 生态恢复， 提升湿地自净能力。 如
今， 常德的湿地水碧天蓝， 芳草萋萋， 鸥鸟
翔集。

湿地、 湖泊是珠玉， 而水系如金带， 把
星罗棋布的珠玉串起来。 2006年， 常德正式
启动系统治水， 并引入德国汉诺威水协及其

“海绵城市” 理念， 量身定制水城常德的框

架规划， 重点治理护城河、 内环水系、 外环
水系等3条生态水系， 彻底解决城市排水管
网和水系问题， 截污清淤， 疏浚河道， 防洪
排渍排涝， 实现雨水综合利用。

2015年， 常德被列为全国首批海绵城市
建设试点城市。 至今年10月底， 该市已完成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137个， 在建11个。
已建成面积达56.04平方公里， 在建6.79平方
公里。 试点区域内完成建设投资79.47亿元，
基本实现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 水体不
黑臭， 成为一座“会呼吸” 的城市。

跻身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常德将加
快实现人水和谐、 江湖安澜。

一江两岸， 滨水生活美丽画
卷徐徐绘就

11月20日晚， 华灯初上。 常德穿紫河水
光潋滟， 美轮美奂。 当地民警欧明松每周沿
河边健康步道长跑三四次， 每次10多公里。
沉浸于沿线醉人的景致中， 原本枯燥的长跑
变得兴趣盎然。 欧明松坚持锻炼， 还参加了
今年常德柳叶湖国际马拉松赛半程赛。 “穿
紫河不仅是城市的‘金腰带’， 还是我们的
健康腰带。 不但水活了， 还给我们带来了健

康的生活方式， 人水融为一体， 让大家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欧明松说。

水是常德得天独厚的资源， 沅水穿城而
过， 整个城区水域面积占35.5%。 近年来，
常德市委、 市政府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善用水利， 以
“水安、 水净、 水流、 水亲、 水游、 水城” 为
目标， 沿江发展， 把常德城区打造成“世外
桃源， 梦里水乡”， 赋予水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让水变得灵动起来。

常德引水入城，敞开护城河，提质改造沿
线屈原公园和滨湖公园，治理黑臭水体，建设
滨水景观。 在老西门段，结合棚改恢复河道，
让流动的水讲述老西门、老城墙、窨子屋等古
城故事，恢复历史河流及街巷记忆。

常德还实施气势恢宏的江湖连通工程，
对穿紫河流域进行综合治理， 将沅江、 柳叶
湖、 穿紫河连成一体， 恢复中断近40年的穿
紫河通航， 打造一系列沿岸亲水景观。 在蜿
蜒20多公里的穿紫河沿线建设大小河街、 德
国风情街、 爱情岛等景观。 臭水沟变清了，
“哑河” 水变活了， 城市变靓了。 依水打造
的大小河街复兴了城市的历史记忆， 连续两
年春节登上央视荧屏。

面积21平方公里的亚洲最大城市内湖柳
叶湖依山傍水， 秀美如画。 常德将环湖水岸
打造成沙滩公园， 并依托环湖风光带， 建设
马拉松赛道， 还引来欢乐水世界， 让市民在
水上狂欢。 一个个依水而建的景点———白鹤
旅游小镇、 体育生态园、 柳毅传书、 柳叶诗
韵、 司马楼、 唐诗墙等， 也在常德美丽绽
放。

近两年，常德继续大笔“写”水赋。 投入30
亿元， 重点治理城市内河———新河水系， 打
造具有吸引力的运动公园与驳岸生活休闲公
园， 特色滨水空间、 人工生态湿地， 再造一
条“穿紫河”。 在沅江南岸建设阳明湖片区
生态景观， 与沅江北岸的武陵区白马湖公园
片区遥相呼应， 通过建设中的沅水过江隧道
串联起来， 一江两岸滨水生活美丽画卷徐徐
绘就。

步步为景， 桨声灯影里流淌
着欢乐和幸福

每逢夜晚，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灯光交相
辉映，让常德的夜空绚烂多彩。 河边湖畔，诗
墙下、公园里，处处游人如织，老人练拳，妇女
跳舞，孩子奔跑，狗儿撒欢。 江中渔火点点，游

船穿行，还有静静垂钓的“渔人”。 如今的常德
城步步为景，闻得到花香，听得见水响，桨声
灯影里流淌着欢乐和幸福。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留得住乡愁。”
常德市武陵区退休干部朱定万感慨地说， 让
城市融入大自然， 这是中国城镇化理想， 也
是每一个都市人的人居梦想。 他参与过常德
滨湖公园修建， 滨湖公园依山傍岛， 建了7
桥5亭， 中心岛上有荷花池、 观鱼塘、 水榭
及锁龙石， 是一个以水为主的综合游乐公
园。 其观景价值带动了周边地产开发， 一栋
栋高楼大厦“冒” 了出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常德以沅江防洪大
堤为主轴， 打造城市文化工程和休闲公园。
沅江岸边， 树木参天， 花木繁茂， 还建设诗
墙， 选刻自先秦以来有关常德的诗作和中外
名诗1500多首， 让城市有了“诗情”。 这两
年， 沅水南岸又建起了中国常德画壁， 让常
德充满“画意”， 让市民休闲多了一个好去
处。

人逐水草而居， 城依河道而建。 水城常
德每一步发展， 都是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都是围绕民生这一最大工程而来。 近
些年来， 陆续修建了白马湖公园、 丁玲公
园、 江南外滩公园、 沙滩公园。 现在， 常德
最大的城市公园芙蓉公园正在抓紧建设。 芙
蓉公园与新河水系贯通， 成为水上运动中
心、 湿地渔乐之家。 “常德变大了， 变靓了,
变成了由许多大大小小公园串联起来的一个
大公园。 无论是漫步绿意盎然的休闲公园、
波光粼粼的江边湖畔， 还是穿行在小桥流水
点缀的大街小巷， 仿佛置身于一个美的世
界。 能在这样的城市安度晚年， 人能不长寿
吗？” 朱定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常德依水改造市民的生活空间， 城区实
施棚改项目160多个， 涉及7.5万余户， 其中
回迁安置4万多户， 一些居民在水城常德的
蝶变中搬进了“世外桃源”。 今年76岁的老
西门居民钱永华以前和女儿、 外孙挤住在20
多平方米的“筒子楼” 里。 2011年， 老西门
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 改造老街巷8处， 恢
复护城河段约500米。 老西门原居民回迁，
钱永华搬进了新居。 他激动地说： “我们不
仅居住条件改善了， 生活也方便了， 环境更
优美， 简直换了一个新天地！”

依水而生的渔民， 他们漂泊的心也安定
下来了。 今年50岁的渔民安有才过去生活在
船上， 船开到哪里， 哪里就是家。 2008年，
常德为了保护一江碧水， 实施渔民上岸工
程， 他弃了渔船， 在桥南做起了水产生意。
现在， 他每天为餐馆供应水产品50多公斤，
女儿读了大学，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他感慨
地说： “常德的水流动起来了， 是改革开放
给我们带来了财运， 也带来了希望啊！”

� � � � 10月4日， 常德市柳叶湖。 （资料图片） 徐忠诚 摄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刘彰）玻璃炉窑是玻璃生产线中的
关键设备，燃料成本居高不下，但使用便宜
的石油焦做燃料，又面临严重的环保难题。
经过4年攻关， 由航天凯天环保牵头承担
的省科技重大专项“基于柔性膜材料的玻
璃炉窑燃石油焦高温烟气除尘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今天通过了省科技厅组织的现
场综合验收。运用该技术，石油焦用于玻璃
炉窑，可实现达标排放。

玻璃行业是我国工业污染控制领域的
重点行业之一。 目前全国近400条浮法玻
璃生产线中， 相当比例采用天然气或重油
做燃料，亟须降低燃料成本。石油焦是石油
炼制后的副产物，因其热值高、价格便宜，

可以将燃料成本降低40%左右， 受到越来
越多玻璃企业青睐。但是，由此产生的炉窑
烟气含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
污染物，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一条每小时生产500吨的玻璃生产
线，炉窑产生的烟气粉尘每天可达到4吨左
右。项目组在研究中发现，石油焦高温烟气
除尘是保证后续脱硫、 脱硝等环节最终治
理效果的关键环节。 因为石油焦高温烟气
里的粉尘具有温度高、黏性大、高腐蚀性及
颗粒小的特点， 而目前普遍采用的静电除
尘技术容易出现运行故障， 致使生产不稳
定，除尘效率低，无法达标排放。

围绕烟气除尘， 项目组研发成功厚度
仅为0.5毫米的柔性膜高温过滤材料，用这

种特殊材料卷成的过滤器件， 可以在高达
400摄氏度的高温下将粉尘阻挡在过滤器
件外围，并让粉尘进入特定的收集区域。同
时研发成功的高温过滤系统以及在线清灰
排灰系统， 则让过滤材料达到最佳使用效
果，粉尘去除率可达到99%以上，而且可让
极易吸湿结垢粘附的粉尘实时得到清除，
保证脱硫、脱硝等后续环节的治理效果，实
现达标排放。被收集的粉尘，还可以成为性
能良好的建材原料。

据悉， 该专项技术的中试生产线已在
省内玻璃企业使用。据项目组测算，玻璃炉
窑的燃料由重油改用石油焦后， 可使每条
日产600吨的玻璃生产线每年降低燃料成
本2000万元以上。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通讯员 张觅 记者
左丹）12月2日，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暨2018年志愿服务交流会（以下简称“志
交会”）在四川德阳落下帷幕。我省选送的“中医
药继承者” 关爱留守儿童成长等四个项目获大
赛金奖。

木次志交会由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
民政部等单位共同举办， 主题为“青春志愿
行， 奉献新时代”。 经过为期3天的角逐， 共有
124个项目从全国590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中
脱颖而出， 斩获金奖。 湖南4项目获金奖， 分
别是： “中医药继承者” 关爱留守儿童成长项

目、 用爱点亮心灯———“温暖望麓” 公益项目、
“复辉古建， 志愿同行” 古建筑保护志愿服务
项目以及“待用长沙” 与环卫工人同行项目。
其中“中医药继承者” 关爱留守儿童成长项目
的执行团队为湖南中医药大学杏林烛光支教
队。 该支教队自2012年开始， 将中医药健康
知识带入课堂， 融入支教， 致力于“中医药文
化进农村进课堂”， 提升留守儿童的健康素养
和健康水平。 让农村留守儿童在动手、 思考、
探索中学习中医药传统知识， 了解中医药适宜
技术， 更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信中医、 用中
医、 爱中医” 的种子。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王文）一个
巨大的防尘棚将地铁作业竖井“罩住”，竖
井口安装的喷淋头定时喷洒水雾，将扬尘、
噪音和周边小区隔离开来……雾霾锁城，
长沙市为减少工地扬尘和噪音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采取了措施。

今天，中建五局在长沙地铁6号线二标
六项目岳华路站至六沟垅站区间安装了全
封闭式防尘厂棚， 这是长沙地铁在施工中
首次采用全封闭式防尘棚。

长沙地铁6号线岳桐区间竖井地处中
心城区，周边挨着湘雅三医院、中联重科、
英才园小区，有上千户居民。为了减少施工
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干扰， 项目施工单位中
建五局远赴北京考察，斥资400多万元专门
定制了一个全封闭式的防尘棚， 将整个施
工作业竖井“罩住”。

记者看到， 这个全封闭式的防尘棚宽
24.6米，长54.9米，檐高17.495米，采用钢材
和彩钢板搭建而成， 防尘厂棚施工配备了

扬尘控制设备和报警装置， 能有效控制扬
尘以及噪音对周边的影响。

为有效控制扬尘以及噪音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 施工单位将施工中易产生扬尘的
混凝土搅拌站和龙门吊也都安装在防尘棚
内，地铁施工中所需要的钢筋，安排在工地
之外的地方集中加工， 到夜间施工时运到
现场来。 地铁施工集中在40米深的竖井之
下， 竖井四周安装了喷淋和抽烟设备除烟
降尘。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唐海萍）近日，湖南工行启动“聚商友 惠湘商
助商梦”行动，推出“e商助梦计划”———贷款月
利率仅为3.625‰，随借随还，精准助力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

湖南工行个人金融部负责人介绍， 通过“e
商助梦计划”，工行以商户盈、经营快贷、e支付
等产品，为企业商户提供收付、存款理财、贷款
融资、私人银行服务、贵金属订制等金融服务。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效率不高，是民营企业
面临的共同难题。 为此，工行为商户量身打造专
属融资方案———“经营快贷”，纯线上、免抵押、免
担保、随借随还，契合大量中小微企业“短、频、快”
的资金需求。 目前普惠金融政策下，贷款月利率

仅为3.625‰，贷款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针对商户流动资金频繁、结算量大的资金使用

特点，工行推出商户盈等高流动性产品，最高可上
浮38%， 满足商户对资金收益性和流动性的要求。
以一个季度90天、 账户日均余额100万元计算，活
期利息约750元； 而依据商户盈的金额靠档计息计
算，利息约9400元，二者相差8000多元。

为解决中小微商户资金收付痛点， 工行在
业内首推银行系聚合支付品牌———e支付，兼容
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二维码等多种主流支付
方式， 为600万合作商户引流超过10亿的潜在
用户，年收单额超过12万亿元。 通过该平台，湖
南工行为全省近20万e支付商户，实现收单交易
额近700亿元。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燎原）日前召开的全省有色金属共同维稳工
作会议透露，10年来， 我省有色系统20个破产
企业的27个项目成功实现了重组，共解决就业
1.3万余人， 一次性安置职工再就业率达73%，
基本实现了“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自2008年起，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和破产企
业社区所在地方政府建立“共同维稳”机制，全
省有色系统上访批次、数量逐年下降，连续8年
被评为全省维护稳定工作先进单位。

关闭、 破产企业的民生得到有力改善。 省
有色局先后主导实施的20户省属有色企业27

个项目的政策性关闭、破产，涉及职工9.8万人。
近年来，以解决医保、再就业、安居房、老工伤移
交、 特殊工种职工提前退休等民生问题为切入
点，大力争取政策支持，广泛筹集资金投入，积
极回应群众期盼。据统计，目前破产企业社区医
保参保率达100%，低保实现应保尽保；筹措撬
动各方资金9.768亿元，引导、扶助社区建成各
类保障性住房6581套、778878平方米，在建710
套，拟筹建1917套，一批新出台的社会保障政
策得到全面落实或正在落实， 特殊工种职工提
前退休、老工伤移交、再就业等历史遗留问题逐
步得到妥善解决。

湖南四项目获中国青年
志愿服务大赛金奖

工行在湘推出“e商助梦计划”
贷款月利率仅为3.625‰，随借随还

玻璃炉窑青睐便宜燃料
湖南新技术让石油焦环保“上岗”

雾霾锁城，长沙地铁施工首次采用全封闭防尘棚降尘

我省有色系统10年维稳卓有成效
20个破产企业的27个项目成功实现重组， 共解决就业1.3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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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兰花
助农脱贫
12月3日， 祁东县白地

市镇西兰花种植基地，农户
在采摘西兰花。 2016年初，
江南华兴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把西兰花引进该县，在各
镇成立有机西兰花产业扶
贫基地，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订单生产+贫困
户”的产业模式之路，目前
已带动1400余户贫困户增
收脱贫。

傅聪 潘梁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