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上旬，“湖南首届中
(国)非(洲)城市科学论坛”暨“湖南

省两型社会与城市科学研究会年会”在
湖南城市学院举行。 会上，省两型社会与城

市科学研究会、省新型城镇化研究院联合发布
了湖南第一份地级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在
全省 13 个地级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中，郴
州得分居榜首。

近年来， 郴州市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加
快生态文明改革， 着力补齐生态环保短板，
建设天蓝、地绿、水净、气爽绿色家园，

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天蓝水碧奏和音
———郴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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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路
街道居民陈光清喜欢沿着北湖公园溜
两圈，清新的空气、淡淡的花香，令人
舒坦。

当地居民的舒坦得益于“绿色版
图”的扩张。仅 2017 年，郴州完成造林
26.97 万亩，建设森林景观提质示范点
32 个，并在河湖沿岸、主要道路两旁
开展增花添彩景观建设， 西河湿地岸
线成为景观线。

目前， 全市森林覆盖率增至
67.74%，湿地保护率达 72%，市城区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 46.30% 、 绿地率
41.88%， 全市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3960
平方公里。

绿在城中，城在绿中。不论是回家
探亲的当地人，还是外地来的游客，走
在郴州大地， 都会深切地感受到她的
浓情绿意。

绿色的芬芳，沁人心脾。碧绿的西
河是郴州河湖之变的一个缩影。

桂阳县正和镇和谐村 62 岁的村
民刘宏铭， 喜欢坐在自家小楼外看着
孩子们在波光粼粼的西河里游泳嬉
戏。 他说，以前谁都不敢下河，河里全

是垃圾，臭气熏天。 经过治理，西河恢
复了原先的靓丽模样。

位于郴州市苏仙区城东新区的沙
滩公园，每天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城东新区的居民张霞， 空闲时都会到
西河沙滩公园散步。“以前西河上游有
采矿、选矿企业数百家，弄得西河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 ”张霞说，近几年市、
区采取措施，严厉打击非法采选矿，并
因地制宜在河边建起了一个占地 500
亩的沙滩公园， 西河水质得到根本好
转。

随着郴州土壤综合防治工作的推
进，荒滩变公园的事例还有很多。该市
被纳入全省 4 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
行区之一， 六个县获批创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基地。

现在， 郴州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
率提升到 97.4%，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近年来保持 100%达

标， 境内湘江流域 3 个出境断面连续
多年保持在Ⅱ类水质， 国家考核断面
100%达标。 2017 年，该市顺利通过了
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验收。

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绚烂的
晚霞……市民张婧经常在朋友圈晒出
她拍的“郴州蓝”，这样的美景如今与
郴州市民常相伴。 该市城区空气优良
率提升至 89.8%， 已经连续两年排名
全省第一，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可吸
入颗粒物等 5 项污染物指标优于国家
二级标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郴州先后成
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
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入选“全国 50 大
氧吧城市”。 在 2016 年市州生态文明
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中， 郴州市绿
色发展指数居全省第一。

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交错、 长江水
系与珠江水系分流地带的郴州， 拥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2 个、森林公园 8 个、湿地公园 4
个、地质公园 1 个，还有苏仙岭、东江湖等风
景名胜 100 多处，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温泉之城”。

目前，郴州资兴市、嘉禾县、临武县、宜章
县、汝城县、安仁县、桂东县等 7 个县市纳入
了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 桂阳县纳入
了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

然而，过去一段时期，被称为“有色金属
之乡”的郴州，由于矿山开采，给部分地区环
境造成一定程度影响。

“守护好青山绿水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
郴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认为， 郴州作为华南重
要生态屏障、湖南战略性水资源地，必须坚持
生态优先，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先从机制入手。 郴州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湖南“生态强
省”战略部署，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
发展各方面，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全面参
与的大环保格局。

在郴州市第五次党代会和“十三五”规划
中，“生态郴州”被纳入“五个郴州”建设奋斗
目标；制定了《中共郴州市委关于深入实施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
动方案》、《郴州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和《“生态郴州”建设四年行动计划》等,确
立了生态优先发展战略。

为压实责任，该市出台了《郴州市环境保
护“一岗双责”责任制暂行规定》，推行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并在全省率先开
展生态红线制度试点， 推行跨行政区域环保
执法，设立资源环境法庭；动员各级各部门加
大投入，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构建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

同时，科学制定考核方案，打好排查、交
办、核查、约谈、专项督查组合拳。 将环保工作
纳入县市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
合考核，强化责任追究，压紧压实环保工作责
任。 成立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特别
督查组，由市级领导牵头负责，强力推进各项
生态环保重点工作落实。 问题在哪里、怎么整
改落实、如何守护绿水青山？ 都有了明确指向
与坐标。

对症下药，才能立起沉疴！ 环境治
理也是这个道理。 为此，郴州市从源头
抓起，大力开展青山、蓝天、碧水、净土

“四大工程”， 扎实推进重点区域、流
域、领域污染整治。

在“青山”方面，该市积极开展植

树造林和封山育林，进行山系、水系、
通道、城市和村镇绿化。

同时，深化改革，将 20 个国有林
场全部纳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进行管
理， 推动林场由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
修复、建设为主转变。 数千名林场职工
放下斧头拿起锄头， 由伐木工人变为
护林员。

据介绍，从 2010 年开始，该市连
续 6 年进行“绿城攻坚”，共投入 4.4 亿
元，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12 年，
启动了“三年城乡绿化攻坚”行动，累
计投入 138.2 亿元，197.72 万亩荒山、
荒地披上绿装。

不仅如此，郴州对矿区、石漠化、
紫色土和钙质土等生态脆弱区域实施
造林绿化，构建质量高、功能强、景观
美的城乡一体化森林生态景观。

在“蓝天”方面，该市先后出台了
《郴州市市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
理规定》、《郴州市中心城区建设工地
扬尘防治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等系列
文件，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代改造、黄
标车淘汰、道路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等。

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完成燃煤锅
炉淘汰 332 套， 完成 339 座加油站、2
座油库油气回收改造、101 家汽车修理
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和 2157 家
餐饮油烟治理， 淘汰黄标车 4.2 万余
台， 建成机动车排气检测站 15 家，市
城区绿色公交比率达 88.3%。

在“碧水”方面，该市全面开展湘
江、耒水、永乐江、舂陵江等流域综合
整治、 东江湖区域环境综合治理以及
黑臭水体整治等， 累计实施重金属治
理项目 130 个、黑臭水体整治 13 处。

目前， 全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4.6%； 已建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41
处，总处理能力 7.7 万吨 / 日，建成配
套管网 546 公里。 其中污水处理规模
1000 吨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10 处，苏
仙区被评为全国污水统筹治理示范县
（区）。

同时，全面推进河长制，3173 名河
长先后上岗履职，全市 567 条河流、43
座中大型水库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河
长体系全覆盖。

在“净土”方面，该市已建成乡镇
垃圾中转站 96 个，总转运能力达 5195
吨 / 日， 县域垃圾中转能力基本全覆
盖； 累计完成对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
行政村 2065 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治理
覆盖率达 100%。

目前， 全市共创建国家级生态乡
镇 15 个、国家级生态村 1 个，省级生
态乡镇 85 个、 省级生态村 126 个，市
级生态村 338 个。

“四大工程开展以来，城乡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我们进一步加强环境执
法，力保良好发展态势。 ”郴州市环境
保护局负责人介绍，他们在原有国控、
省控污染源基础上，率先推行市控、县
控、 乡控污染源监测监管， 并建设了

“智慧环保”平台，环境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

环保建设项目清理、 环境保护大
排查、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绿盾专项
行动……郴州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污
染与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近 3 年， 全市共立案查处环境违
法企业 465 起， 责令限产或停产 187
家，查封扣押企业 30 家，移送行政拘
留环境违法案件 48 件， 行政拘留 61
人，涉嫌犯罪案件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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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森林覆盖率
增至 67.74%，湿地保护
率达 72%， 市城区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46.30%、
绿地率 41.88%。

郴州先后成功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
入选“全国 50 大氧吧城市”。

西河水生态风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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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尾矿库，今朝变“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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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市东江湖白廊水域。
胡柏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