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012345& 6789:;
<=>? @A '" B'(CDEFG'(H
IJ&KLMNOPQRST)UVWRX
Y?

'(Z[\]^&_`abc? d7^
eNfR'(CD& gh^ijRklm
n&o7p&q7rstuvcCRwxy
z&{|}&~��? �f�R�E0&��
A��yz��&�)����������
��RG'(HIJ&���������R
�Y0����& ¡¢�?

�����������R'(HIA£
¤¥¦§¨©ª«�'(Ru¬¬&A'
(jD®hR¯m°±²&³A´µ¶·�
����p¸�¹R9�º»?

HI¼½¾¿? À/2345ÁyÂ
ÃÄÅÆÇÈÉ&ÊhËË ("" ÌRÍÎ&
01Ï'(Ð234ÑÒÓ�2Ô¹ÕÖ×
Ï2¹ÑÒ¤Ð� ØÙÚZ2ÛÜv¥¬Ý
Þß�¾àá�)&âã¬�'(ä¿s
å��2�æ234Dçèéêëìíîï
¤ð�ñ&âã¬�'(´òsóhÝ
ôjõ°ö÷øùÌ¯úû�ùÍÎüý�
ùþ/ÿ!&âã¬�'(»"? 1#$
j°0%�&�'()**KG+,ð�J�

G�-Æ.J�Gð�/0J 123�è45
À67¤R=�? À/2345AS89
:2N��&±²jÎv�&;<�j=N

�^��e��jR347>sAS?@A
BC�DjLMREFïG&ASH�IJ
KùHáLMRNOPQs RAS6'(
HI� '(STÔ�R'(ä¿°'(»
"RvÕÖ? @UVWX'(jD³YR
Z¯°[µ& \'(]^°_`RÝôa
b�vRHI»"?

À65¤R)\�'(5:PcR$
def°ghijRkôlm?1#2no
pqõ�(" r1�RsEvt�u=&("$ v
wjux5¤? 012¹y¤¤f�1#2
n0¨z�{¥|}ÀEuxØÙÚZ2
ÛyÛ~�`���¬�ø��& ¶�Q&

9:E�234����d��Û&µÕ2
Ô¹�234AÀ/012345R�v�
�?2���A��R&RAÔ¹R&uhg
�©ª�34©ª?�9:��3�&�MÔ
¹µÕ�+��ù�ô��S�Rt�&+
��2342Ô¹°�e�^ß��)Ù
^�^R�vt�? � ¡vt¢£¤¥¦
§¨©¢7=ªh (() B«Z2R'(A
r¬®�R¯°&±²R2³´Xµ¶·
�¸¹Rº»? (( " (& #�¼&-./0
12345ij½³¾¿À0ÁÂ~�Ã
F&®ÁÂ¾¿ !( r&ÁÂ³Ù *+,% ÄÅ&
¾¿ÆÇ2ÈxÝ�É�¹�ÊÄËÌÍ

(Î? 1�Ï¹Ð2�ÑÒyµ0¨ù'(
ÓjDÔÕkô®�RG1�Ï¹Ð2�Ñ
Òyµ0¨'(�Ö×¯J¾¿-)\ÁÂ
~��vR��?

ØÙÚ�&ÛÙÚ\?'(VØ-./
012345_¬&Ü¼ÝdGÜvÞÜ
ßJ&v»�àD�&áM¾¿â¯? ãÍ&
�2\�&ä»ÝÌ1�'(Z2Ô¹Ö
åÛæ&�»çèG2³´éê�2ëìÔ
¹�2H¸xÝ�2È�í�234îïJ
ðñ3G&�S�ò�ÜÔ¹ókµÕ&
t'(2Ô¹ôõ)\ÓÎg�ö÷�ø
ùúûï¹R¥üýþÔ¹& Ìÿ!D&
ÌÿS°?

"#$%F&LMõ]Í? äÓ;vp
?&'üÁ23450()»"&�Í�C
*RM+,-�oCµ.R/]HI�*)
�U�CR0123&�49:G'(HIJ
°ÍÉHI&�45���áM»°��6
º»&\��²7��8�9ÿ�'(:;<
AµÕR=�ñG?

!#$%&"'()*+,

!"#$%&'()* +,-./012
!!!"#$%&'()*+,-./012

!"#$%&'$()*+,-./01
23456789:;<(=9>?@'$A
BC4DE>FG1HIJKLM>NO'$
P1)QRST. UVWXYZ[\]^9>
_`<AabcGdef?ghij

!! k "# l."$!# c1mnopqrstu
!v'$wxyzno{|.!v'$}A)

~���no.��!v'$A)BCj %�
�M��$!v'$c�)no.�����
��.��<A'G��

!"#$ %&'()*!+,-."

���.n������78>���� 
¡¢£Az¤¥¦B�¢§3¨�©ª«¬
®��¯°±²³�!´�I ¡µ¶$·¸¹
t1º5.znoG4»¼¥½¾¿wÀÁÂj

% �£AÃSÄ"$!# tÅ©ª«¬'$
Æ &$PÇ.Èt1�Éj!'(k.noI4ÊË
ÌÍÎ " ÏÐÑ¿)<AÒÓÔÕÖ !$%
¹. ×cØÙ &$$ PÚc1 &$$ PÓÔ !&
¹.ÛÜÝ !)& ¹©%l4Þß5¹ " ÏÐÑ
¿!v'$ÓÔ.ààáâãä>Øåæç>è
é4vê>ëì78íîï<ð¾ ñÏòó
ÔÚn�ôõð¾>wö÷ø>ùúûüç 
DEÓÔýþÿ!"#$ !!k.noIò!v
'$%�&'£A( %*$ �)*. ×c1�
!v'$%�&+Ú~ÓÓÔ "+¹. ô,É
Èt1-x�Iº5.!v'$)Äno./Ç
0123"

&��4¸)!v'$£A55STÿ
!no�

noI67;��89:x*;í<=
>.¼*g?@�AwBCD5�_`<A!

v8.Ñ1�>->IEò!v'$%�&+&
FG.wH._ß!v'$%�&+._`<
AIJ!v8KòL M�NO!v<A8.Ñ
BC!v'$P�<A&QR.wMNOÄ©
A«Sü>Tã'$>©AUVqÇ 4W<
AL E�\N!v'$ÛX , !v'$YZ
Æ , <AÒ>¶4Ò>ü[Ò>¯\ÒÄAÒÇ
]^_`)!v'$ïabcdLA�ef!
v'$ÄghiÇQR.ef·Ujkh�ß!
v'$<l>8m>ÛXn./kh"

/012 3456789:);<

ztÅ45678n<A9:,Wop
)wqrs.�$!v'$c�.noy��
%&�U�notu._ß!v'$.P�Ô)
v�gwxFK<A),y.wxFK<l)
zy;{@"

|sno}6aÃÄ~Ï��õÇ.Uno
tu.zÑ�,yTn)ð�¿.o��gf
,y)Tn.��gfzy;{�)FG� �
�o�<ABC)'G����¼��no)
Ô�"

o� &�.noywxTP'$A¶4v
M.�â_ß'$A¶4c�NO.\N!v
'$��¶4ÛX. e�!v'$��QR.
wx��!v'$¡µ��8m"

� "$"! �.N3 !'" �1�ò'$A¶
4c�.N3 !$ �)*»µ];-ò'$A
¶4c�Lz4ãä>Tã'$>«Sü>��
 N35�<A8m¦�«\.N3 !$ �Ñ
¿!v'$¡µ£A8mc�.235�}A
!v'$��"

�U456©A9:��)�Q.no�
�¾�¿·�X.Fh·�$1�!v'$c
�)t4Ô�� �zÄ�E Ç|�)�¡.C
¢o�)BC.5¹¹t4<A)23.5¹
¹t4Tnâ)\N.£v¤g &�¥¦n)
�§�¨á©IJzÍêª«cB¬]%
¨.ÀR©£A3&IJ¶4)*J.no)
!v'$®y¯�BC)°±.²B¦VPw
)¶$M� !!"# !$%!

!"#$ %&'(
!!!"# !"#$$%&'()*+,-./012345678

=>?

&'() %9:;<=>&

04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11月21日 星期三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11月20日， 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湖
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第16场新闻发布会，
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40年来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改革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走过
一段持续下降的路程。 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
下， 省委、 省政府重新认识发展与保护的关
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顺应人民群众对优美
生态环境的新期盼， 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强省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迈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实步伐，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

1.“生态强省”战略实施，绿色发展
深入人心

“60年代淘米洗菜，70年代水质变坏，80
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 曾是我省
自然生态环境的写照。 过去40年，我省生态环
境质量经历了一个污染持续加重、 初步遏制
到持续好转的曲折过程。

2013年8月， 湘江保护与治理被列为省
“一号重点工程”，实施3个“三年行动计划”，
让母亲河休养生息、减轻负担，让一江
清水更好地造福湖南人民。同时，以此
为突破口，促进“一湖四水”和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保护与治理。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建设“生态
强省”的战略部署，提出要建设山清水
秀、天朗地净、家园更美好的美丽湖南。

2017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将“环境
治理战役”列为要坚决打好的“三大战
役”之一，深入实施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长江经济
带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制定出台《关于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 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 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和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全力推进污染防治
攻坚战和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近年来，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成为各界共识，环
境保护越来越融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全过程。

2.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保卫
蓝天、碧水、净土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省不断推进污染防
治，但相当一段时间内，污染治理的力度远远
赶不上污染排放增长的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
国家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3个“十条”要求，
以“一湖四水”治理为主战场，以湘江保护和
治理、 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为载

体， 以环境治理战役及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
问题整改等为抓手， 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关
心的突出环境问题。

湘江保护与治理成效明显。 2013年，湖南
将湘江保护与治理列为省“一号重点工程”，
先后实施第一个、 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
2012年以来，湘江干流水质总体为优，重金属
浓度达标并大幅下降。 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
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
等重点区域整治取得突破性成果。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取得阶段成效。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齐抓
共管，截至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前，中
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反馈我省的76个问题，已
完成整改57个，持续推进16个；交办的4583件
信访件，办结率在90%以上。 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展“回头看”至今已
有20多天。 在督察组的指导和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前段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污染防治攻坚战及“夏季攻势”全面推进。
印发了《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部署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制定出台“2018年夏季攻势”任务清单，截
至9月30日，经过4个多月奋战，1149个整治项目

已完成1113个，集中解决了中央环保督察组指
出的环境问题整改、规模养殖场的标准化改造、
黑臭水体整治等环境问题。 其中，254个县级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到10月份率先在全国完
成整改任务，受到生态环境部好评。

洞庭湖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实施洞庭
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全面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城乡生活污染治理、
采砂秩序整顿等十大重点任务和大通湖、华
容河等九大片区集中整治。 2017年，湖体总磷
平均浓度为0.073mg/L，同比2016年（平均浓
度为0.084mg/L）下降了13%；7个主要河流入
湖口断面中，5个断面的总磷浓度呈下降趋
势。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非法采砂、养殖、捕
捞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治理全力推进。 科学
规划岸线保护开发，编制实施岳阳港总体规划，
推动实现港口岸线合理利用。 加大沿江码头整
合力度，引导港口码头集约化发展。强化崩岸治
理，推进长江岸线湖南段66.3公里崩岸河段河道
险工险段治理。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改提升、饮用
水水源地专项整治、化工污染专项整治、固体废
物排查整改四大专项整治行动。

对环境违法行为严惩重罚。今年1-10月，
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454起， 罚款金
额2.37亿元，移送行政拘留357起，移送涉嫌污
染犯罪55起。 以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整改为

契机，重拳整治散乱污企业，倒逼企业转型升
级，推动全省关停了3734家“散乱污”企业，全
省单位GDP能耗年平均降幅达5.8%。

加强长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建立完善特护期管理机制，加快淘汰
黄标车。 全面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一
批土壤污染治理典型示范项目。 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全省覆盖试点，2017年完成3000个
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

3.“大环保”格局逐步形成，生态环
境保护迈入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加快构建政府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 推动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环境法制建设不断强化。 颁布了《湖南省
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等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

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基本建立。 省委、省政
府先后出台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 重大环
境问题责任追究办法、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实施细则、 环境保护督
察方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环
境质量考评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的责任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齐抓共管格局初步形成。省人大、省政协开
展了一系列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和专题参政
议政活动，纪检监察机关(监察委)加大生态环保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审判机关成立专门的
资源环境审判机构，公安、检察机关成立了驻环
保部门联络室，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 生态补偿等制度在全
省全面推开。 各级党委政府定期研究部署，强化

责任落实， 着力构建各级各部门社会各方面齐
抓共管环保工作大格局。

我省生态环境事业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
步，从最初的“三废办”到环保办、环保局、环
境保护厅， 再到今年10月28日生态环境厅在
我省本次机构改革中首个挂牌， 标志着我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入新阶段， 将对建立统
一、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促
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4.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好水”
和蓝天越来越多

经过持续努力，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
断面水质为Ⅴ类及以上的“差水”越来越

少，Ⅰ-Ⅲ类的“好水”比例逐年上升。 2017年，
省控419个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90.2%，其
中湘江流域Ⅰ-Ⅲ类水质比例为94.7%，与
2012年相比提高5.3个百分点（按可比断面）。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频次和持续时间大
幅度减少。 2017年，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
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1.5%，与2015年相比
提高3.7个百分点（2015年起开始按空气质量
新标准实施监测）。

节能降耗和用地规模实现“双下降”，“十二
五” 期间全省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5.45%，单
位GDP建设用地消耗量下降37.62%。

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城镇污水
处理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基本实现县
城以上全覆盖；各类工业治污设施不断完善，
污染物处理达标率不断提高。 农村垃圾和污
水治理成效显著。

自然生态保护成效明显。 累计建成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2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1个；湿地保
护总面积达 75.59万公顷 ， 湿地保护率达
74.13%，居全国第一；森林覆盖率达59.67%；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确立了我省“一湖三山四水”
的整体空间格局，面积为4.28万平方公里，占全
省国土面积的20.23%；组织编制湖南省“三线一
单”，构建覆盖全省的分区环境管控体系。

推进“生态强省” 再现碧水蓝天

� � � � 洞庭湖体总磷
平 均 浓 度 ，2017年
为0.073mg/L，同
比2016年 （平均浓
度为0.084mg/L）
下降13%。

� � � � 2018年1-10月 ，
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
案件3454起， 罚款金
额2.37亿元，移送行政
拘留357起， 移送涉嫌
污染犯罪55起。

节能降耗和用地规
模实现“双下降”，“十二
五”期间全省单位GDP能
耗累计下降25.45%，
单位GDP建设用地消耗
量下降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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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2017年， 省控

419个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90.2%，其中
湘江流域Ⅰ-Ⅲ类水质比例为94.7% ，与
2012年相比提高5.3个百分点（按可比断
面）。 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81.5%，与2015年相比提高3.7个
百分点（2015年起开始按空气质量新标准实
施监测）。

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污水
处理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基本实现县
城以上全覆盖； 各类工业治污设施不断完
善，污染物处理达标率不断提高。农村垃圾
和污水治理成效显著。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立了我省“一湖
三山四水”的整体空间格局，面积为4.28万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0.23%。

制图\李妍

� � � 2017年，湘江流域Ⅰ-Ⅲ
类 水 质 比 例 为 94.7% ， 与
2012年相比提高5.3个百分
点（按可比断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