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6 月 5 日，是第 42 个世界环境
日。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
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确定将每年的 6
月 5 日为“世界环境日”。

在今天 6 月 5 日第 42 个世界环境
日，由湖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和湖南日报社联合主办的 《环境保护》专
刊正式与广大读者和全国环保志愿者见
面了。 该专刊将以人大监督为旗帜，以主
流媒体为平台，宣传环保法律法规，增强
全社会环保意识， 促进政府加强环保执
法，总结推广环保先进典型，推动解决突
出的环境问题，呼吁全社会“珍惜环境资

源，改变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关键时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
渡。 但是，我们不能重蹈西方国家“先污
染，后治理”的覆辙，应该提前把环境保护
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目前， 环境污染正由浅层向深层发
展，水污染对人类的生存安全构成了重大
威胁，成为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大障碍。 全球气候加剧变暖，生
态环境矛盾突出， 能源开发消耗过度，不
少地方河流干枯，山峦裸露，植被萎缩，地
震、泥石流、洪水频频发生……

近几年来，我省已经在环境治理上迈
开了可喜的步伐。 2009 年 4 月 18 日，在
长沙橘子洲， 来自海内外的国家政要、企
业高管、环保专家学者 500 余人，齐聚湘

江之滨，共同发表了浓缩“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主题的《湘江宣言》。

2012 年 8 月 9 日， 我省开始实施
“十大环保工程”，吹响了加大对湘江流域
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保护湘江母亲河、治理
洞庭湖的号角，向治理环境污染的重点地
带进军。

经过过去一年时间的重点整治，我省
湘江全流域已淘汰关闭涉重金属企业
662 家，启动工业治污项目 99 个。 尽管
如此，全省环保规划的全面落实困难仍不
少，城市环保基础深度处理能力差，重点
淡水湖库缺乏有效保护。尤其是 5 年内实
现涉重金属企业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
量双双减半的目标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面对未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今后
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全新的理念，更需要转

变发展方式。 在人均资源量少、资源禀赋
并不优越的基本省情下，在保障发展和保
护资源的两难局面和双重压力长期存在
的背景下，必须走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摆到突出位置，
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不能以
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
负责的精神，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放在
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上，下大力气解决一
些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
经济持续增长、污染持续下降、环境持续
改善，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
环境”。

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珍惜环境
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珍惜
每一份资源，少开一天车，少用一度电，节
约一滴水，把节约资源体现在日常生活的
每个细节中，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让降
低污染的低碳生活成为未来国人的社会
风尚。

珍惜环境资源 改变发展方向
———写在湖南日报《环境保护》专刊出版之际

我们常说环保为民， 环保为民首先要了
解民意，回应群众关切。 环境质量怎么样，群
众最有发言权。 去年以来全国 74个城市实施
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如实发布监测数
据并评价空气质量， 今年 1 月份的持续雾霾
来势凶猛， 政府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不再与
群众感受“两张皮”，许多人对雾霾的来源及
其危害有了更多了解，这正是顺应民意之举。

当前，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内容。 群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迫切期
待和现实诉求，不应成为政府的负担，而应
成为动力。 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有
问题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只有充分满足
群众的知情权，政府的决策才能得到理解和
支持。 满足知情权，除了及时披露信息，耐
心解疑释惑， 还要主动宣传生态环保知识。

前些年， 一些城市曾全面禁放烟花爆竹，但
是禁而不绝。 那个时期的禁放，同今天号召
限放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与公众健
康。 不同的是，禁放是“压”，限放是“疏”。 今
年春节前，许多城市加大宣传力度，比如媒
体刊登公益广告，政府部门编发短信，告诉
市民为什么要少开车、少放鞭炮、少燃煤、不
燃烧垃圾，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今年春
节期间，大家普遍感到鞭炮声少了，这是因
为许多人认识到这一传统民俗会严重影响
环境、影响健康，主动不放和少放。 这是一个
不小的改变。 认识到烟花爆竹的负面影响，
只能说是有了环保意识； 光是抱怨污染，却
戴着口罩燃放，环保意识谈不上多高；主动
不放和少放，才是真正具有环保自觉。

环保热情犹如刚出土的小苗， 需要精心

呵护。现实中，一些群
众自发不放或少放，
剩余的烟花爆竹怎么
办？ 这件事如果处理
不好， 不仅会留下安
全隐患， 而且影响群
众的环保热情。 北京市在元宵节之后开展为
期三天的“礼品换花炮”活动，市民可以将家
中剩余的烟花爆竹上交到附近的回收点，并
换取小礼品。 这就考虑得比较周到，受到群众
的欢迎。

环保热情热一阵子容易，持久下去挺难。
呵护群众的环保热情， 应急式的宣传引导固
然必要，长效机制的建立更为重要。 政府部门
应当在政策层面保障群众顺利、 有效地实现
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 比如，通过合理的经济

政策，让群众感到参与环保不吃亏；通过授予
荣誉等精神鼓励办法， 让群众感到参与环保
“很有面子”。 现有一些法律和行政、部门规章
虽然赋予群众维护环境权益的权利， 群众真
正维权时却时常撞上“玻璃门”，此门必须尽
快打破。 美丽中国，共建共享，共建离不开群
众参与。 只有不断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激发
每个人持久的环保热情， 才能形成改善环境
的强大推动力量。

（原载《人民日报》3 月 2 日）

呵护群众的环保热情

发刊词： 三湘环保世纪行
媒体代表座谈举行

2013年“三湘环保世纪行”主题为防治雾霾。
5 月 21 日，省人大环资委召开 2013 年三湘环

保世纪行媒体座谈会。 会议讨论了今年三湘环保世
纪行的活动安排，并确定活动主题为“防治雾霾污
染， 呼吸新鲜空气”。 针对湖南大气污染的实际情
况，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提出了五个重点
关注的方面：一是落后产能淘汰。 包括促进全省范
围内水泥厂、砖厂、有色企业、化工企业以及燃煤企
业的改革；二是汽车尾气治理。 加快“黄标车”淘汰、
油品质量升级的步伐，促进节能减排；三是建设工
地扬尘治理； 四是餐饮油烟污染的防控和治理；五
是全省范围内 PM2.5监测站点的建设。

中央驻湘和省会主要新闻媒体共 22 家单位相
关负责人及记者代表围绕“防治雾霾污染，呼吸新
鲜空气”主题，从活动内容到活动方式，各抒己见，
纷纷提出了很多建设性建议，并讨论了今年三湘环
保世纪行活动安排意见草案，听取意见和建议。

（艳 萍）

环保视点

湘江上游治污初显成效

5 月 24 日，湖南省 2013 年度重金属污染治理
项目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就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及如何进一步加快推进 2013 年重金属污染治理项
目，提出了“三个到位，两个确保”的要求：认识到
位，推进治理项目是我省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主要环
节，是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 措施到位，
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快项目的推进速度。 责任到位，
项目业主单位及各级环保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要
求，落实治理和监管责任。 确保按计划完成治理任
务，确保项目发挥良好的环境效益。 （艳 萍）

重金属污染治理
项目推进会在长召开

针对目前空气负离子监测数据发布的实际情
况， 湖南将负离子浓度由高到低划分环境等级，并
根据环境等级划分相应的健康程度，还将通过电视
气象节目、气象网站、手机等方式发布贴心的环境
气象服务产品，进一步拓展环境气象服务。

湖南大气负离子观测站点从 2011 年开始第一
期试点建设，目前已基本建成 21 个，加强空气负离
子监测。 （艳 萍）

我省加强负离子监测
拓展环境气象服务

资讯

郑佳明

70 年代：
1974 年：只有一个地球。
1975 年：人类居住。
1976 年：水，生命的重要源泉
1977 年：关注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土壤退

化和滥伐森林。
1978 年：没有破坏的发展。
1979 年： 为了儿童的未来———没有破坏的发

展。
80 年代：

1980 年：新的十年，新的挑战———没有破坏的
发展。

1981 年：保护地下水和人类食物链，防治有毒
化学品污染。

1982 年：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10 周
年———提高环保境识。

1983 年：管理和处置有害废弃物，防治酸雨破
坏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1984 年：沙漠化。
1985 年：青年、人口、环境。
1986 年：环境与和平。
1987 年：环境与居住。
1988 年：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公众参与。
1989 年：警惕全球变暖。

90 年代：
1990 年：儿童与环境。
1991 年：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
1992 年：只有一个地球———关心与共享。
1993 年：贫穷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
1994 年：一个地球一个家庭。
1995 年：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的

世界。
1996 年：我们的地球、居住地、家园。

1997 年：为了地球上的生命。
1998 年：为了地球的生命，拯救我们的海洋。
1999 年：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未来。

21 世纪：
2000 年：环境千年，行动起来。
2001 年：世间万物 生命之网。
2002 年：让地球充满生机。
2003 年：水———二十亿人生于它! 二十亿人生

命之所系!
2004 年：海洋存亡，匹夫有责。
2005 年：营造绿色城市,呵护地球家园!
2006 年：莫使旱地变为沙漠。

2007 年：冰川消融，后果堪忧。
2008 年：促进低碳经济。
2009 年：地球需要你：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
2010 年：多样的物种，唯一的地球，共同的未

来。
中国主题：低碳减排·绿色生活
2011 年：森林，大自然为您效劳。
2012 年：珍惜地球资源，改变发展方向。

历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口号

世界环境日， 象征着全世界人类环境向更美好
阶段发展， 标志着世界政府要积极为保护人类生存
环境作出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世界环境日这
天发表世界环境现状年度报告书， 宣布世界各国环
境质量状况。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会议通过了 《人类环境宣
言》，并提出将每年的 6 月 5 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同年 10 月，第 27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
建议。世界环境日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
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表达了我们人类对美好环境
的向往和追求。

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 提高
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
一。 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都在 6 月 5 日这一
天开展各项活动来宣传与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
的重要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 6 月 5 日选择一个成员
国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发表《环境现状的年
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 500 佳”，并根据当年的世界
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 有针对性地制定每年的

“世界环境日”主题。
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

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 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
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
类环境的重要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每年的年初公布当年的世
界环境日主题， 并在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发表环境状
况的年度报告书。

（文韬 整理）

世界环境日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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