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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巴陵，神清气爽，位于岳阳市岳阳楼
区的东风湖，一改往日的“脏乱差”，处处花团
锦簇、移步换景，逐渐成为了城市的“会客
厅”。市民徜徉在梦里水乡般美景之中，惊叹
快速的新型城镇化步伐带来的美丽嬗变。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今
年来，岳阳市紧扣新型城镇化目标，紧盯“六
大攻坚”任务，突出重点，攻坚克难，城乡融
合，加速“工改”，加快生态环境整治，成效显
著，亮点纷呈，呈现出质量安全总体平稳、生
态环境日益改善、行业经济稳步增长、“两
大”市场规范有序、改革后劲明显增强的良
好发展态势。在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排行榜中，岳阳再次上榜，连续 4 年获得此
项荣誉。

斩污——环境更生态

2018年12月，中央正式备案同意《湖南
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总意见》，在《意见》里，
岳阳被划归为大城市行列。这也是560万岳
阳人翘首以盼的梦想与荣光！

岳阳濒长江、临洞庭，是湖南对外开放的
“桥头堡”，也是湖南推进长江生态环境治理
的主战场。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深入调研后
发出动员令，大城市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城市
建设既要含金量也要含绿量，要坚定不移走

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排头兵，岳阳市

住建局根据市委书记刘和生“大城市要有大
作为”的要求和市长李爱武“加快构建城乡统
筹新格局，着力拓展发展空间。抓好顶层设
计，建立健全双向对流、互补均衡的新型城乡
关系”的部署，按照“以城带乡、城乡融合”的
原则，坚持城乡环境同治、污水设施同建，加
大了城乡污水设施建设力度，首先打响了中
心城区污水系统建设攻坚战。中心城区污水
系统综合治理项目总体目标为全面消除中心
城区范围内的黑臭水体、全力推进污水系统
提质增效、根本改善水环境质量。目前，三峡
PPP项目9个子项目已先期启动5个示范工
程，新建管网43公里，完成产值约5亿元，整
体工作进度在全国首批示范试点城市中排名
第二位。全市12座污水处理厂提标项目全
面竣工通水试运行。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也在有效推进，已有47个开工，其中平江县
伍市镇、岳阳县中洲乡、华容县东山镇、禹山
镇、治河渡镇和新河乡、云溪区陆城镇7个已
建成。

该市坚持城乡环境同治，将黑臭水体整
治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任务来实施。全
市16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其中，中心城区
完成东风湖及周边区域5处黑臭水体，建成
截污管网88公里，岳阳获评“全国黑臭水体
治理示范城市”，在全国入围的37座城市中
取得总分第四名的佳绩。

提质——城乡更宜居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提高城市竞
争力是总的方向，岳阳正朝着建设宜业宜居、
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迈进，加快建
设湖南发展新的增长极、国家区域性中心城
市和大城市。

城市宜居，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气。岳阳
市提质城市建设，大力实施棚户区改造，目前
已完成8033套，提前完成省住建厅下达的任
务目标，棚改土地出让也成绩斐然。今年来，
九华山片区一期、易家山地块、杨树塘地块、
环球中心项目等4个项目已挂牌出让，出让
面积648.54 亩，土地收益44.063亿元，出让
面积、出让收益，均创新高。

农村危房改造事关民生福祉。该市将
其作为落实中央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来抓，
坚持综合统筹、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打好了
危改扶贫的“组合拳”。全力争指标。根据
全市农村危房实际，科学制订计划，积极向
省住建厅多争改造指标，近几年共争取改造
指标5万户。全力抓甄别。深入现场，摸清
底数，反复核对、甄别脱贫攻坚四类重点对
象信息，严把农村危房改造准入、标准、资金
和质量四个关口，核实一户、建档一户，做到
应改尽改，确保了准确率 100%。全力保资
金。按照“完成一批、验收一批、拨付一批”
的要求，确保补助资金足额拨付到农户。近
五年，共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 9.88 亿元，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 4.67 万户，受益群众达 15
万之众。今年，又争取改造指标3902户，已
全面竣工。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为
全面提升农村建房水平，岳阳市建筑设计院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组织精干力量赴农村实
地勘察，为农民兄弟设计了百余套农宅建筑
设计文本，并印制千余本，送到农民兄弟手

中，深受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综治——生活更幸福

走在岳阳市的主干道，柏油马路宽阔平
整，道路两旁建筑物不少安装节能窗和保温
墙。这是岳阳市开展综合治理提升城市品
位，建设幸福岳阳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岳阳市加大了装配式建筑推广
应用力度，严格按照《湖南省绿色装配式建筑
评价标准》等文件精神，对所有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在初步设计方案评审时严格把关；对社
会投资项目，按省厅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在
施工图审查环节，对未按比例设计采用装配
式建筑的建设项目，审图机构一律不接受审
图申请，并责令改正。目前，该市共有装配式
建筑生产基地5个，采用装配式建筑的工程
项目共25个，建筑面积为73.7万平方米，占
全市新开工建筑面积 22.6%，提前超额完成
了省住建厅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老旧小区改造，岳阳市也不遗余力。全
年，开工老旧小区项目154个，改造3.5万户，
争取中央、省补资金3.83亿元，其中，中心城
区1.6亿元。

环境变美了，街道更宽了，城市宜居了，
人气更旺了……如今的岳阳处处在蝶变，巴
陵胜状已今非昔比。在一个个项目的推进下，
一项项行动的推动下，该市以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为契机，打开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巴陵胜状天下传
——岳阳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高质量发展纪实

杨雄春 吴小勇 田 军 艾邝雄

初冬时节，温暖的阳光照在湘江源头。
蓝山县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鸟鸣啾啁，水
清如镜。

板塘湖，红叶似火，山水错落。高塘坪，
香炉倒影，波光粼粼。天泉岭，水暖云石，分
外甘甜。2013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水利普
查办和水利部权威认定，湘江源头在湖南蓝
山。

“保护湘江，首先要保护好源头。”2018
年6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湘江源头调研，捧
起湘江水连喝三大口，这是对蓝山人民守护
湘江源头的莫大鼓舞与鞭策。近年来，蓝山
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抓好湘江源头保护，守护一江碧水，确保湘
江源头山明水秀、漫江碧透。

源头直饮湘江水

“这里的水好甜呀！”今年国庆节期间，
来自长沙的游客争先在湘江源头直饮湘江
水、合影留念。

在湘江源头的天泉岭，清澈的水流从高
高的石壁上喷涌而出，穿过丛林，汇入河流，
一路向北。

“我们每天都有人轮流捡垃圾。”12月9
日，在湘江源头的大桥河湘江源瑶族乡竹林
村段，村支部书记、村级河长詹湘民和民间
河长林定亮拿着铁夹和编织袋在河边捡拾
垃圾。竹林村党员干部带头成立巡河队伍，
每天巡河一次，一些村民也自发担任民间河
长巡河。村里还制定了村规民约，严禁村民
在河边、路边倾倒生活垃圾，所有生活垃圾
统一运至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湘江源头
水质达到了国家Ⅰ类标准。村党支部用竹
管架设湘江源头水直饮点，方便游客饮用。

在湘江源头景区入口，湘江源国家森林
公园护林员高海波和同事轮流值班，向游客
宣传护林防火知识。节假日，曾有游客偷偷
带烧烤架上山野炊，高海波发现后，二话不
说立即上前制止，劝说游客及时撤离。仅
2018年，高海波劝离带烧烤设备上山的游客
就有10余起。高海波还和工友在湘江源头
的山路两边播撒马尾松树种近15公里，固土
护路，涵养水分。近年来，湘江源国家森林
公园已完成荒漠化治理近百亩，一排排人工
种植的木荷、杜鹃、红豆杉和红枫迎风招展，
将湘江源头装点得分外妖娆。

12 月 13 日，蓝山县湘江源瑶族乡的河
长和民间河长到湘江源头区域巡河，督促一
个小水电站的负责人郑某保持水坝生态流
量通道畅通。蓝山县全面推行“双河长制”，
全县近 500 名行政河长与民间河长坚持巡
河，齐心协力保护湘江源头。今年1-11月，
全县县级河长巡河 160 余次，交办问题 150
件，全部整改落实销号；乡级河长巡河1000
余次，村级河长巡河1.8万余次，群众满意率
达95%。

精心呵护蓝山蓝

12 月 14 日，蓝山县太平圩镇太平村过
水口自然村，成片的罗汉松、香樟、桂花树等
绿化树已有1米多高。2017年，该县实施太
平村矿区复绿，曾经的矿山又恢复了绿意葱
茏。

蓝山铁锰矿资源丰富，矿产开采一度十

分兴盛，不少人靠“土里淘金”发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蓝山

县委、县政府调整主导产业，实施矿区复绿
工程，保护好湘江源头这个“大水缸”。一个
个矿产开发项目相继叫停，一座座矿山重又
披上绿装。同时，该县严厉打击偷挖盗采矿
产资源行为，保护生态红线。1-11月，全县
开展矿产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 1500 余
次，联合执法 29 次，立案查处非法采矿案 7
起，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起，斩断了
伸向矿产资源领域的黑手。

初冬时节，蓝山县大桥瑶族乡堡城村婆
婆岱山岭郁郁葱葱，种下两年的绿化树苗已
长到1人多高。

蓝山县花岗岩资源储量丰富。过去，婆
婆岱山岭一带曾进行花岗岩开采，一座废弃
的大型采石场成为山上的一道“伤疤”。
2017年，蓝山县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投
入140万元实施采石场复绿工程，在婆婆岱
山上种植罗汉松、桂花、柏树、竹柳、扶芳藤
等耐旱植物5万株，造绿面积达270亩，为碎
石遍地的“烂石窝”披上了一件“绿衣裳”。

推进矿区复绿，构建生态屏障。目前，
全县已投入财政资金 400 万余元，完成矿
山、采石场等矿区复绿近1100亩，种下罗汉
松、桂花、柏树、竹柳等苗木 16.9 万株，撒播
狗芽根草种 800 公斤，成活率达 95%以上。
昔日废弃矿山重又绿意盎然。

近年来，蓝山县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主动淘汰冶炼、石材等落后产能，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有机农业、风能发电等

绿色产业，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精心呵护蓝山蓝。全县生态
环境持续优化，三蓝大地处处可见天蓝、水
蓝、山蓝。

综合施治乡村美

在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源峰村，穿村而过
的新田湾河清澈见底，两岸竹林郁郁葱葱，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这两年村里的卫生越
来越好，全靠村里的污水处理站帮忙。”黄竹
围组村民彭菊香笑着说。

源峰村是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过去，村里的生活废水通过土地自然消
纳，对下游居民生活用水造成一定影响。
2018年，蓝山县投入200多万元在源峰村建
农村污水处理站，全村260多户村民的生活
污水直接通过封闭式管道输送至10多个生
态污水处理池，处理达标后用于农业灌溉或
流入下游的人工湿地继续净化处理。

近年来，蓝山县持续推进农村污水治
理，已在泉塘村、坪石头村等34个村建成农
村污水处理站，15个村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即将完工，打造干净、整洁、卫生的幸福
家园。

在蓝山县太平圩镇坪沿村，村民们趁着
好天气在家门口晾晒萝卜、红薯，地上干净
整洁。“村里聘请了保洁员，购买了垃圾清运
车，家家户户发放了垃圾分类收集桶，生活
垃圾每天清运一次。”坪沿村村主任胡希荣
介绍，在坪沿村附近的垃圾中转站，每天都

有从附近收集的生活垃圾通过压缩装置压
缩后，转运至蓝山县生活垃圾处理站进行集
中处理。

目前，蓝山县已在塔峰、毛俊、太平圩、
祠堂圩等乡镇建设垃圾中转站15个。全县
配置分类垃圾桶8万个，垃圾收集车500余
台，聘请农村保洁员656人，形成了“户分类、
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治理模式。
今年1-11月，全县清运农村生活垃圾8万多
吨，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6%以上。

“养殖场的废水进入沼气池后可作为沼
气发电站的原料，沼气液用来灌溉有机蔬菜
和饲草。”在蓝山县地大实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许海指着一排排大型沼气池介绍。公
司通过将猪场废水变废为宝，实行资源循环
利用，可年产沼气 30 万立方米，发电 20 万
度，既减少了养殖污染，又产生了不错的经
济效益。

蓝山县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实行一户一
档、科学精准治理，探索农业污染生态循环
治理，已建成大型沼气发电综合利用项目4
个。该县还重新编制畜禽养殖布局规划，划
定生态禁养区。今年 1-11 月，全县退养畜
禽规模养殖场38家、畜禽散养户26家，向公
安机关移送畜禽养殖污染适用行政拘留案
件5件，农村污染防治初见成效。

蓝山精心保护生态环境，合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换来湘江源头风景如画。
目前，全县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湘
江源头水断面常年达到Ⅰ类标准，控断面河
流水质 100%达到国家Ⅲ类以上水质标准。
近年来，蓝山先后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县、湘江
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湘江源
国家水利风景区。

蓝山：湘江源头美如画

·精彩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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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余蓉）美国
当地时间12月12日，哈佛大学在官网上发布了
2024届早申数据：全球6424名申请者中，共有
895名学子获得早申录取。中国籍学生共有5人
被录取，其中海外高中学生4人，国内高中学生
1人。长沙市一中高三年级学生曾晨希被录取，
成为中国国内唯一被早申录取的高中学生。

长沙市一中是省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
学，一直秉持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为
学生的终身幸福导航”的教育理念，坚持教育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综合
素质全面的人，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与时代使命感。该校校长廖德泉说：“曾
晨希就是我们一中精神的体现，也是新时代

中学生的楷模。”
曾晨希是一位“学霸”。高一，她就已经学

完大学一年级前的所有动物学、植物学、微生
物学及生物工程课程内容，高中三年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她先后获得全国中学生生物学
联赛（湖南赛区）一等奖；全国第33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中国科学院大学专项
奖和重庆大学专项奖；入选湖南省首批中国
科协“中学生英才计划”并获得全国优秀学
员；2018年丘成桐中学生科学大赛全球总决
赛铜奖。2019年，她代表中国参加第70届英
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2019年暑假，她
成为中国大陆唯一入选顶级夏季科学研究项
目 RSI@麻省理工的中学生。她曾被评为

2019年全国“最美中学生”标兵（全国十名），
多次获得“校长特别奖”“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刻苦学习之余，曾晨希热爱公益活动。读
高一时，她和其他4名一中学子发起成立走读
湘江环保公益社并担任社长，紧紧围绕保护
母亲河的主题，大力宣传和发动各方力量来
关注湘江保护。该团队先后获评中国第八届

“母亲河奖”、团中央中学生志愿服务典型案
例、2018“湖南江河卫士”，被写入湖南省中学
地理教材。她两次获邀参加亚太低碳技术峰
会并做英文主题演讲。2019年，作为全国两名
中学生之一，她被生态环境部评为“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朱永泰）只要一按开关，就能帮助
幼儿吐出堵塞气道的异物；弱视者只要戴
上一副特殊的眼镜，就能正常辨识各种交
通标示，相当于拥有一台随时和大脑相连
接的导航仪；医疗界最头疼的医疗废水，
只要经过5层过滤，就能无害化处理，成本
由原来的一吨废水需要几百上千元缩减
到几十元……近日，在湘潭医卫职院举行
的首届湖南省医学技能创新创业大赛现
场，一个个由医卫类专业院校学生团队研
发的“小发明”，不仅创意无限，而且大有

“作为”。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主办，参赛单位
覆盖全省，共有44所医卫类专业院校和医

疗卫生机构的680余名选手参加，竞赛项
目134个。最终，职教组《“吐得快”小儿气
道异物窒息急救仪》、医疗机构组《侧方骨
膜牵张-下肢缺血性疾病的创新手术方
法》、本科组《Light The Way——基于计
算机视觉的弱视群体智能导航仪》等14个
项目获一等奖。

同时，湖南省医学技能创新创业专委
会也在湘潭医卫职院成立。专委会主任委
员、湘潭医卫职院党委书记刘建强介绍，
专委会将推进全省医学高等院校、医疗机
构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创新创业教育合
作，建设一个“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社会
支持”的实践性创新创业系统，使医学技
能创新创业成为我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新动力、新引擎。

湖南日报12月 16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董牮）“贵重物品丢失怎么
办？”“找阳光服务平台，保卫部可以协助
寻找。”“学分怎么认证？”“找阳光服务平
台，教务处会有权威解答……”自今年9月
长沙学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来，学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坚持将主题教育落实落细，充分发挥
学校阳光服务平台便利师生、廉洁高效的
作用，体现了学校“管理以服务为本”的办
学理念。

4 年前，长沙学院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创建。该校按照“大网络、小实体”的原则，
逐步开发了覆盖所有师生的服务网络，并
同时开通 PC 端和手机端两个端口。平台
24小时在线，一站式受理，可以通过网站、
手机端实时使用，“有问必答、有事必办、
有诉必应、有责必究”，实现随时随地指尖
问询、解难。

“一食堂的西兰花炒肉只要4块钱一
份，为什么四食堂却是 6 块钱？有的菜标

价，有的菜为什么又不标价？”12月初，在
平台上接到反映，学校后勤处老师第一时
间去食堂了解情况。处理结果很快出现在
平台上：“同学你好！很抱歉给你带来不愉
快的就餐体验……1. 西兰花炒肉售价 4
元，是食堂员工刷错价格，已要求食堂联
系你退还差价；2.食堂每一种菜品都粘贴
菜价牌，有时候员工未及时更新，已要求
食堂整改，做到每样菜品都明码标价。”

“这个平台很棒，没有让学生失望。有
时候遇到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还会打电
话过来解释。”离校前，长沙学院2019届毕
业生黄艳玲特意在阳光服务平台上留言。

4 年里，平台共计受理报修、询问、投
诉、建议、表扬等各类事项共计 51000 余
件，做到了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答复，办结
率达100%。

长沙学院纪委书记杨兴龙表示：“师生
诉求就是我们的行动方向，师生要求是我
们的工作目标，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校园
办事效能，打通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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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出行
从小养成
12月16日，嘉禾县交警大

队，民警用漫画卡片向小朋友宣
讲交通安全知识。当天，该县交
警大队开展“守护平安、文明出
行”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辖区
学校幼儿园小朋友走进警营，通
过展示警用装备仪器、观看交通
案例片、认识交通标识标记、安
全骑行情景体验等形式，传播学
习交通安全知识，让学生从小树
立交通安全理念，遵守交通法
规，养成文明出行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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