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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
岳阳，“全民共建绿色家园” 的环境保护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 生态保护与建设扎实推
进，环境污染治理成效显著，城乡居民生活
环境持续改善。

岳阳市环保局局长喻伟民表示，2018
年 1 月至 11 月，该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率为 80%， 全市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达 100%，市区交通干线噪声和
区域环境噪声达标。 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
环境安全事故，环境总体安全。

珍爱一方山水
完善责任体系

百年大计，环保第一。 岳阳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工作，特别是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开展
以来，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共研
究环保议题 23 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专
题调度、督查达 36 次。

2018 年以来，岳阳市委市政府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认真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岳阳时的殷殷嘱
托，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机制体制建设。

该市环保局不断完善环保考评机制,确
保“一岗双责”“党政同责”要求落到实处。
环境保护在市委市政府年度综合绩效考核
中的分值由 20 分提高到 60 分。 岳阳市委
出台了《市本级年度环境保护综合绩效考
评结果运用办法（试行）》，在领导干部年度
考核中提高环境保护的权重；出台了《岳阳
市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
《岳阳市较大及一般
环境问题 （事
故）责任追
究 办 法

（试行）》等专门
规定，成立 6 个
市级环保督察组，每
月开展一次以上督察。 中
央环保督察以来，已约谈、问责
230 人。

该市上报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3386.58 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2.75%。
强力开展“环湖利剑”等行动，2018 年以来，
全市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501 起。

守护一江碧水
化解问题清单

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为了
打好护水保卫战，岳阳全面推进河长制，实
现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全覆盖， 河长巡河
常态化、制度化。 按照“一单四制”要求，
2018 年， 市级层面已交办 21 类问题清单

630 个，解决问题 557 个，县乡级发现交
办问题 4824 个，已解决 4720

个。
该市大力开展
排渍口整治、船

舶污染防治、黑臭水体治理、工业污染防治
等一系列行动， 强力推进环保整治。 对 43
个排渍口制定“一口一策”整治方案并狠
抓落实，42 个完成了整改销号。完成 6 个洞
庭湖船舶垃圾收集点建设任务。 将辖区水
域 168 艘“僵尸船”全部得到处置。 严禁临
湘、 君山工业园及临港新区在沿长江地带
新上化工项目， 停建岳阳纸业 210 万吨包
装纸等项目， 目前已关闭整改超标排污口
15 个，关停退出超标排污企业 32 家，11 个
省级以上工业园区全部配备工业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

岳阳市政府第 15 次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了《市中心城区污水排放专项整治
行动方案》。 2017 年至 2018 年，建设完成
管网 86.92 公里（主管网 58.34 公里，支管
网 28.58 公里）。 全市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
29 座， 总设计处理能力规模为 73.3 万吨 /
日。建成乡镇污水厂 10 座，处理能力 2.3 万
吨 / 日。 2017 年，基本完成了中心城区 20
处黑臭水体整治。 2018 年， 计划完成 7 处
整治，其中，南湖派出所调蓄池等 3 处主体
工程基本完成，云溪河下游、黄梅港、南港
河、北港河北岸正在抓紧工程建设。 针对东
风湖、芭蕉湖等较大水体，安装 13 台移动
式污水处理设备， 总处理能力 7.4 万吨 /
日。 开展王家河面源污染治理，共疏通排污
管网 50873 米，提质改造污水泵站 3 座，新

建垃圾站 12 座， 王家河水体观感明显改
善。

2017 年以来，岳阳实现砂石全面停采，
完成了《2017 年—2020 年河道采砂规划》
编制及审批。 将长江沿岸 39 个码头和洞庭
湖区 116 处砂石码头、堆场全部关停，已建
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防止反弹。

该市对港口码头实行“关停并转”整
治，还长江绿色岸线。 全市关停拆除散乱低
效泊位 42 个，暂停建设 11 个泊位，关停渡
口 13 道，退还长江岸线 7.24 公里。 开展沿
江环湖生态修复， 港口码头复绿 42.3 万平
方米，长江岸线生态绿带建设加紧推进。

矮围、网围是水生动物的“死亡监狱”，
野生动物一旦入网，几乎无法生还。 岳阳全
力以赴开展境内下塞湖矮围整治， 基本恢
复了下塞湖自然面貌。 同时，举一反三，摸
排全市矮围 203 处、57.69 万亩， 已基本拆
除到位。

据岳阳市环保局环境监测和科技标准
科科长陈文雄介绍，2018 年 1 月至 11 月，
该市 31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为 90%，
同比提高 0.6 个百分点，达到或好于三类水
体比例为 69.2%，Ⅳ、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27.9%、2.3%，劣Ⅴ类水质断面占 0.6%。 东
洞庭湖 7 个国控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
98.7%， 同比提升 9 个百分点，2015 年至
2018 年， 东洞庭湖总磷从 0.115mg/l 逐年
下降至 0.070mg/l，年均浓度下降 9.6%。

保卫一片蓝天
淘汰落后产能

2018 年，岳阳市环保局制定实施《岳阳
市中心城区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投入
1300 余万元采购了一批环卫车、多功能抑
尘车、快速保洁车。 督促渣土运输企业更新
了智能环保专用运输车 500 余台。 开展扬
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对逾 200 万平方米
裸露土方进行了覆盖。

从 2012 年开始，该市就在中心城区实
施“退二进三”，同联制药、韶峰建材、天润
化工等一批企业被关停取缔。2018 年开始，
计划对巴陵石化己内酰胺项目进行整体搬
迁、改造升级，迁出中心城区。一年来，对 44
台 65 蒸吨以下、10 蒸吨以上燃煤锅炉进行
了整治。 对全市石化、印刷、家具、表面涂装
等涉 VOCS 行业 80 家企业进行了整治。

2018 年， 该市淘汰中心城区高排放公
交车 100 余辆，注销老旧车 840 辆；对全市
391 家加油站、8 个成品油库实施了油气回
收改造。 与此同时，强力推进禁炮工作，基
本杜绝了城区燃放烟花炮竹， 禁炮工作正
向乡村延伸。

该市启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工
作，初步调查了重点行业企业地块 351 个。
推进重金属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项目 8
个， 全面开展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大排查
行动，共发现环境问题 16 个，并已全面完
成整改。完成加油站地下油罐改造 1200 余
个。 狠抓畜禽养殖退养，制定了《岳阳市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2018－2020 年）》，
全面完成了畜禽养殖场的退养工作。 全市
共退养畜禽养殖场（户）7190 户、 面积
314.97 万平方米，退养生猪 190 万头左右。
全年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制村 100
个，新建乡镇垃圾中转站 86 座，新建、改造
村级垃圾收集点。

多年形成的违规采砂、 违规占用长江
岸线，黄盖湖、采桑湖、君山后湖生态破坏，
粘土砖窑，危废超期贮存，环洞庭湖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等一批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近年来，由于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洞庭湖、 长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水在变
清，岸在变绿，候鸟在变多，2017 年越冬水
鸟达 22.6 万只， 洞庭湖江豚种群也基本稳
定在 100-120 头之间。

红花绿草满园栽，风送花香蝶时来。 如
今的巴陵大地， 正变得山清水秀、 岸绿鱼
肥。

———岳阳市环境保护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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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船”站岗紧盯水质。 徐典波 摄

豚鸟相依。
张小章 摄

屈 艳 亚 平 脱 冬 罗 平

暖冬艳阳高照，丰收步伐正忙。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岳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
委书记、 主任余国祥率调研组在岳阳现代装
备制造产业园开展专题调研， 了解岳阳经开
区企业生产经营和工业稳增长情况。 余国祥
告诉笔者， 岳阳市工业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保
持在全省第二位。

让每一个主题活动都成为红色引擎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发展强。
2018 年年初，岳阳市第一次市委常委会的第
一个议题就专门研究产业项目建设；2 月底，
在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 市委提出岳阳发展

“一三五”基本思路，将构建现代产业新格局
作为第一主攻方向，坚持“产业主导”，深化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和生强

调， 抓发展的关键是抓产业项目， 抓实体经
济。 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实体、在产业、在项
目。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指出，产业项目
建设是岳阳谋求跨越发展的直接动能， 要以
最坚定的信心、最强大的合力、最有效的措施
推进。岳阳坚持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统揽，
签约入驻新金宝、广汽集团等 500 强企业 16
家，再创历史新高。

市经信委积极响应，开展“践行新理念，
建功项目年”主题活动，坚持党建总揽，将党
建工作和工业发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切实
发挥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作用，激活“红色
引擎”。举办全市石化产业和军民融合产业招
商主题活动，引进总投资 54 亿元的 19 个项
目； 年产 60 万吨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项目
已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己内酰胺搬迁项目建
成后，可拉动下游产业链产值 1000 亿元，推
动石化产业产值翻番。

为推动全市军民融合产业健康快速发
展，岳阳市经信委完成了《岳阳市国防科技工
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
作，以规划为引领，推动该市国防科技工业与
工业和信息化建设协调发展、 平衡发展和兼

容发展。 市政府设立了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资
金 1000 万元，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作用
强的军民融合重点项目予以倾斜支持。

2018 年 11 月， 岳阳市召开军民融合产
业招商推介会，通过项目招商，推动军民融合
产业做大做强， 成功对接签约 15 个军民融
合项目，总投资 26.5 亿元。

市经信委引导企业开展科技攻关， 对重
点项目技改资金给予支持， 多次组织产学研
对接活动，加强协同创新力度，为军民融合产
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城陵矶新港区省级军
民融合示范基地、 平江高新区国家级军民融
合示范基地两个重点军民融合信息平台已相
继建成，可随时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培
训、军地需求对接等服务，实现信息共享、互
联互通，为军民融合工作增添强劲活力。

同时， 岳阳市际华 3517 高分子橡胶制
品产业园、 中航发动机关键重要零部件产业
园、 哈工大机器人军民融合装备制造基地及
创新中心等项目也进展顺利。

让每一个支部都成为红色堡垒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党的工作最坚

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 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
在基层。只有每个基层组织都成为红色堡垒，
每块基石都牢固、每条根系都发达，我们党才
能更加坚强有力。 岳阳市经信委牢固树立党
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 坚持以基层
党支部“五化”建设为载体，落实党要管党、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 压实支部工作责任， 夯实

“红色堡垒”，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 为促进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的政
治保证。

2018年，该委以“走出机关、进入企业、贴
心服务、帮困解难”为主题，在 6 个党支部、72
名在职党员干部中开展党员干部联企业活动。

3 月初， 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迅速深入
基层、企业开展调研、帮扶。 班子成员率先垂
范，委领导除了联点县（市）区之外，还分别联
系了一家企业，每月数次深入企业展开调研，
了解企业基本情况、 主要生产产品、 经营情
况、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

企业有所呼，党委有所应。2018 年，岳阳
市委书记刘和生在平江伍市工业园调研时了
解到，平江华文食品、诚今电梯等企业存在生
产用电需扩容的问题。 市经信委第一时间召
集国网岳阳供电公司、 平江县相关部门现场

调研、协调。 为了推动问题快速顺利解决，余
国祥 4 次到一线督办， 同时启动了专用线路
的设计和建设，解决园区企业长期用电问题。
余国祥坦言：“企业家的需求， 就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

10 月 25 日晚， 弘润公司总经理给余国
祥发来消息： 请求帮助联系华润雪花啤酒湖
南公司购买营养污泥 10 吨。 余国祥即刻联
系华容县工信局局长， 安排相关干部帮助协
商对接。次日上午，余国祥收到弘润公司总经
理反馈消息：对接顺利，问题已解决。

岳阳高澜节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称：高澜节能）是招商引进的一家粤资企业，
该企业的机加配套要求高，从“珠三角”采购
远水难救近火，为解决本地化配套问题，市经
信委投资资信党支部书记李谷林带领支部一
班人，帮助高澜节能从广东引进投资商，提供
机械加工配套服务；并在“制造强省”“关键共
性技术攻关”等项目帮助其争取了 800 多万
元政策资金。2018 年，高澜节能被评为“湖南
省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
绿色工厂”。

让每一个党员都成为红色旗帜

岳阳市经信委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
干在最基层、沉到第一线。

2018年，开展以“班子成员联县（市）区促
高质量发展、 党员干部联企业促服务水平提
升”为内容的“双联双促”活动，引导党员干部
激励全体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争先

创优，全心全意服务企业，树立“红色旗帜”。
活动开展以来，该委党员干部按照“走出

机关、进入企业、贴心服务、帮困解难”的要
求， 共整理出党员干部在企业收集到的困难
和问题 94 条，80 条已经解决，受到民营企业
家纷纷点赞。

“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解决，工
作在一线推动，形象在一线树立”。 余国祥带
头每月到联点企业新华达制药走访， 推介其
产品纳入省医保药品目录、 帮助申报省企业
技术中心，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产值、税收
增长 100%以上。

与平江县上塔市镇龙头村联合开展“结
对共建党支部、精准帮扶贫困村”活动，17 名
党员对口帮扶的 57 名贫困户已圆满完成年
度脱贫任务。 同时，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推进
产业扶贫、发展集体经济、优化村级治理等工
作， 平整硬化 3.1 公里村级公路、 建成运营
60kw 光伏发电项目、安装 120 盏节能路灯、
栽种 300 亩黄桃和 500 亩高山有机茶 ，龙
头村“软”“硬”件设施焕然一新，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外兼修，方能长久。该委还开展党建主
题教育、 表彰大会、“先锋护碧水、 共促大保
护” 等活动， 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奋力争创一流业绩。

目前，10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已完成投
资 18.74 亿元，占 2018 年度计划投资总额的
111.9%，超额完成任务。 市经信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胡向荣说：“加强党员自身建设， 为企
业服务，我们永远在路上。 ”

服务永远在路上
———岳阳市经信委践行“一线工作法”纪实

市经信委党员志愿突击队深入临湘黄盖湖参与防汛工作。 高祥 摄

市经信委驻村扶贫光伏发电扶贫项目点。 李完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