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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胸怀大局 发展遵循绿色
——看长沙县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新作为（上）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陈 新 黄 宇

今年 8 月的一次长沙县委常委会
上，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
书记沈裕谋和长沙县委副书记、县长张
作林在听取审议《长沙县自然保护地整
合优化方案》时，就长沙县大山冲省级
森林公园整合优化时明确提出：“大山
冲网红旅游带动了当地致富，但要适
度，一定要考虑当地环境的承载力，注
重可持续发展。”

这是炽热的民生情怀，也是坚定的
历史担当。

近年来，长沙县坚持生态优先、遵
循绿色发展，不断通过改革创新，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走向更深、
更实。

一个环委会，开启大保护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长沙县

尤其注重体制机制创新。2015年底，长
沙县就成立了县委书记任顾问、县长任
主任的长沙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明
确环委会办公室对全县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督查考核。以县委
书记任组长的县突出环境问题整改领
导小组办公室（整改办）也设在环委办，
县委明确两名专职副主任，抽调10多名
精干人员充实环委办。环委会一经推
出，全县生态环境工作协调机制愈发顺
畅，治理格局焕然一新。

“在县环委办牵头抓总下，部门、镇
街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联防联动。”长
沙县副县长彭正球介绍，“管发展必须
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
须管环保”的意识已成为单位的法定职
责和自觉行动。“以前很多环境保护方

面的工作都分散在其他部门，县环委会
成立后，逐渐构建了‘县级层面抓统筹
调度、职能部门抓条线推动、镇街履行
属地监管、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环保
工作格局。”

长沙县环委会办公室主任、长沙市
生态环境局长沙县分局局长杨喜平介
绍，环委会的设立，改变了以往生态环
境保护仅由环保部门来“小马拉大车”
的局面，演变成其他负有环保责任的部
门和属地共同担责。据介绍，今年以
来，县环委办（整改办）会同县政府督查
室，对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现场进行核
查，各单位牵头承担的 369.5 个上级交
办件，均已按照承诺办结并上报销号。

一套组合拳，全方位护航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系统完备、全

面整体的过程，必须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形成环环相扣、协同联动的体系。
长沙县开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
展生态保护。县环委办统筹全县生态
环境保护，强化督查和绩效考核；县河
长办以河长制为抓手，以水质改善为核
心，加强巡河管控，强化河道清淤、岸线
保洁工作，加强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
复；县蓝天办加强调度和推动，督促按
照职责分工，压实责任，强抓“六控”和

“十严禁”，确保蓝天保卫战取得实效；

县“两治办”牵头全县农村垃圾分类和
改厕工作；县城管办牵头全县城镇环境
管理，守护城市之美；县行政执法局统
一执法，用法治的力量护卫蓝天碧水；
各镇街和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上
下齐心，构建了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全方位治理体系。

握指成拳，全力出击，打出一套环
境保护的“组合拳”。蓝天常驻。“蓝天

保卫战”收到了明显成效，优良天数逐
年提升。截至 9 月 20 日，优良天气 251
天、空气优良率为95.1%，与去年同期相
比优良率同比上升5.0%，优良天数同比
上升 14 天；PM2.5和 PM10分别比去年同
比下降6.4和17.6%；臭氧与去年同比下
降5.9%。碧水长流。浏阳河、捞刀河长
沙县段总体水环境质量达到地表Ⅲ类
水质，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 100%，区域内河流出境断面
达标率达100%。

一本责任账，彰显绿色观
绿色发展，知易行难。怎样牢牢守

住“生态红线”和“绿色底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今年 8

月，长沙县审计局对长沙县捞刀河流
域综合治理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

审计人员重点关注水污染治理效果、
截污治污工程的建设、投资及效益情
况，倒逼各级河长和部门切实履职。
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
长沙县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
执行，让“生态账”成为领导干部头上
的“责任账”。出台《长沙县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工作办
法》等，任期内所在区域自然资源资产
是多还是少了、好还是坏了，离任时都
要算清“责任账”。

从 2008 年开始，长沙县提出“分类
考核，统筹发展”战略，率先取消GDP考
核指标，仅以 1%的土地创造财富，99%
的土地用来保护生态环境。这种不唯
GDP的发展方式，却并没有输掉GDP。

一项项制度纷纷出炉，长沙县专门
制定出台了《长沙县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规定》，从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生态环
境改善等方面对县进行比较评价，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占比达到 20%，推
动领导干部履职尽责。

除了考核这根“指挥棒”，长沙县更
为全县干部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生态保
护责任红线。出台了《长沙县一般环境
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对违
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
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
轮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一条
美丽如画的绿色之路，在长沙县蔚然
铺展。

蓝天白云，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图为长沙县星沙市民广场。 章 帝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9 月 12 日晚，阿里巴巴前
董事局主席马云现身长沙文和
友、太平街、湖南笑工厂等夜游
网红地，引起网络热议。网红店
所带来的城市繁荣固然是长沙
之美，而在这些网红店前排起
的绵长而不杂乱的长队，则用
行动诠释了长沙这座城市的文
明之美。

美在礼让
9 月 18 日晚 7 时，正是周

末的开始。在长沙国金中心的
IFS 空中花园，Kaws 雕塑这个
拍照打卡地前，人流如织。只见
前来取景拍照的市民排成“7”
字形队伍，在现场工作人员的
协调、疏导下依次上前拍照。有
市民表示，排队入场，让拍摄背
景更整洁，效果也更好。

从去年5月1日开始，长沙
正式实施《长沙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倡导市民在公共场所
遵守公共秩序文明行为，以立
法形式进一步促进市民良好行
为习惯的养成。

《条例》倡导市民在等候公
共服务、使用公共设施、参加公
共活动时，相互礼让，依次排队，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有序上下，
主动为老弱病残孕、携带婴幼儿
和其他有需要的乘客让座。

在全市政务窗口、公交站
点、地铁站点、医院、银行、文化
场馆、公共食堂等建立 800 个文明排队礼
让示范点。全城招募文明排队礼让志愿者，
在每月 1、2、11、22 日的全市“排队日”“礼
让日”开展文明排队礼让引导。连续 3年开
展“百万车主百日零违法”挑战赛，号召全
体机动车驾驶员“斑马线前车让人，排队礼
让树新风”，取得积极效果。

美在餐桌
在长沙，火辣辣的美食是城市的标签。

而倡导大家使用“公勺公筷”、拒食野生动
物、提倡“光盘行动”，也成为餐桌上的一道
风景。

2013年，长沙就在全市发出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倡议，大力推广“光盘行动”。

今年 3 月，长沙市文明委在全市展开

“新文明餐桌行动”，进一步推
广文明就餐礼仪，倡导文明用
餐行为，弘扬健康、卫生、文明
新风尚。

在天心区一家自助餐厅，
不仅收押金防止浪费，还推出
用空盘换抵用券活动。食客只
需拿着空盘，去餐盘回收处，就
能拿到 3 元的抵用券。顾客拿
菜变得理性，不浪费成为自觉。

长沙市直机关的食堂套餐
分类型、分窗口供应，每份配餐
基本标准为两荤一素一例汤，米
饭约200克、荤菜约130克、素
菜约110克。米饭在就餐区可自
行添加，如有配餐量增减需求，
需要提前告知。在自助餐区域，
餐盘回收处还放有一个厨房克
秤，一旁提示“退餐超125克，请
自动刷卡1元。”此外，厨房平日
里也尽量节约生产成本，像很多
诸如包菜心、白菜头之类的边角
余料炒着吃不好吃，食堂都会加
工制作成酸菜。

美在简朴
9月2日是传统的中元节，

在这样一个缅怀逝者、感恩先
辈的节日，过去常有市民在湘
江边“烧包”，致使节日一过，很
多地方草皮烧光，露出泥土，让
江边绿地变“癞头”。随着长沙
引导市民摒除陋习，弘扬德孝
文化，树立科学文明的祭祀新
风，并用无人机在江边进行巡
查和宣导，让今年这个节日几

乎没有“烧包”的行为。
近日，正是大学新生入学季，在岳麓区

梅溪湖街道移风易俗系列活动上，街道为
辖区内28组响应国家号召，不大操大办升
学宴、谢师宴的准大学生家庭代表和家长
送上礼品，并颁发“新时代文明实践先锋家
庭”“移风易俗好青年”志愿者证书。

2018年以来，长沙市全面推进移风易
俗，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全面修订村规民
约，成立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完善
整治婚丧陋习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长效机
制。近3年来，先后评选20个移风易俗示范
镇、200个示范村，开展监管执法 1010次，
查处违规操办婚丧嫁娶等问题29起，整改
落实150余起，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夜幕降临，辰溪县锦滨家园，易
地扶贫搬迁户杨银娥来到小区广场
跳舞。

“搬到城里来了，广场舞越跳越
起劲，生活在这里真的很舒服。”杨银
娥脸上洋溢着幸福。

近日，记者走访怀化市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处处都有这样的小广
场。不仅如此，各类小配套设施、就业
场所、服务组织等，也给记者留下深
刻印象。

“微菜园”解了乡愁
【镜头】

9月17日一大早，沅陵县太安社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年逾七旬的
安置户蒋昌树扛着锄头，背着小背篓
出门，半小时后，背着满满一篓南瓜
回来。

记者纳闷，难道搬迁户还在干农
活？

蒋昌树给出了答案：“这是刚从
自家菜园摘的，瓜上还有露珠哩，你
看看！”

蒋 昌 树 把 记 者 带 到 安 置 点 菜
园，只见密密麻麻的小菜地成行成
列，方方正正，又大小一致，色彩斑
斓如画。

“三口人住上了 75 平方米的房
子，分了一块 30平方米的菜地，又种
了两块打工户的菜地，菜吃不完，还
能拿去卖。”蒋昌树“叭”了一口嘴角

的烟斗说，“如果没有这块小菜地，
就是有这么好的房子，我也会很不
习惯。”

社 区 党 总 支 书 记 郑 涛 告 诉 记
者，不少群众住进了新房，但“进城
买根葱嫌贵”，种地务农的习惯难
舍。于是，由政府投资征收土地，给
1359 户搬迁户每户安排 30 平方米
菜地。

“菜地不大作用大。菜园子一方
面为搬迁户节约了生活成本，另一方
面也让搬迁户故土难离、乡愁难解的
情绪得到释放。”郑涛说。

【字幕】
怀化市精准开展“生活成本降

低”督导，抓好安置区“微菜园”建设，
目前“微菜园”成为全市所有集中安
置点的“标配”。

小车间圆大梦想
【镜头】

9月18日，芷江七里桥安置点的
扶贫车间，40 多名工人在生产线上
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在这里上班的都
是安置点的搬迁户。

“搬新居，进车间，告别土地可习
惯？”记者问。

“上楼住新房，下楼把活干。党的
政策好，脱贫奔小康。”搬迁户罗小妹
快人快语，用一段顺口溜作了回答。

2017年4月，建档立卡贫困户罗
小妹从该县碧涌镇搬入城郊七里桥
安置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

技术，罗小妹一度惶恐。
乐业才能安居。小小扶贫车间，成

了破解“稳得住”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通过政企合作，芷江引入怀化

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安置点
建立扶贫车间。在当地政府牵线搭
桥下，罗小妹很快进入扶贫车间工
作。

“离家近，活不累，收入稳，成就
了脱贫致富的梦想。”罗小妹说，今年
疫情发生后，政府派联络员驻车间，
帮助车间在 3月份实现复工复产，解
决了她们无工可打的忧虑。

【字幕】
今年以来，怀化市精准开展“产

业帮扶增效”督导。有针对性地出台
了招工用工、减免租金、提供“复工
贷”等优惠措施，有序推动扶贫车间
复工复产，促进搬迁户就近就地就
业。到4月上旬，全市222个安置点的
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复工率与返岗率
均达100%。

网格长解烦心事
【镜头】

9月18日上午，麻阳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龙升社区，楼长龚旭目不转
睛地盯着手机，翻看楼栋居民反映的
情况。

“我们在楼栋建立了微信群，需
要大家知晓的好政策，值得宣传的好
人好事，居民遇到的困难，我们都会
在群里告诉大家。”龚旭说。

“把支部建在安置点上，让搬迁
群众有主心骨。”社区党支部书记范
文忠介绍，社区党支部将安置楼划分
为若干党建网络，建立社区党建网格
化包干责任制，9 个党小组长为网格
长，并推行“楼长”制，把矛盾和问题
化解在网格、楼栋。

“楼长就相当于我们原来的村民
小组长，哪家哪户的情况都清楚，有
啥困难我们第一时间找楼长解决，解
决不了再找社区党支部。”搬迁户陈
菊仙说。

“遇到烦心事有人管。”陈菊仙告
诉记者，前不久，她家主卧室厕所下
水管道堵了，污水涌向客厅，一家人
正手忙脚乱时，被龚旭巡楼发现。龚
旭当即联系管道疏通工，及时疏通了
管道。

“普通人的生活小事，在搬迁群
众那里可能成为决定‘我要不要留下
来’的大事，网格长、小楼长的作用大
着哩。”范文忠感慨地说。

【字幕】
在安置区建立党组织，实行网

格化、楼栋制管理，是怀化市在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实施的 20
条后续帮扶措施之一。今年来，为
有效应对疫情灾情影响，怀化市制
定实施方案精准开展督导，大处着
眼，小处入手，通过配套完善小卫
生室、小警务室、小读书室等，确保
20 条措施落地见效，让搬迁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邢骁 通
讯员 王琼）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车（以下简
称“两车”）挂牌业务办理终止时间渐近，为
让居民少跑一趟腿，9月18日，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芙蓉区交警大队，来到车站北
路社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电动车上牌登记
服务点，将“两车”上牌业务搬到了居民“家
门口”。

“一直想给家里电动车挂牌，但由于出
差、照顾孩子等原因迟迟没挂上，心里着急
得很。”听说交警上门服务，居民欧阳险峰当
天立马赶往社区上牌。递交相关材料、查验
车辆、审核资料、上牌，不到8分钟，欧阳险
峰的电动车就挂上了牌照。上牌登记处十分
热闹。“请您骑乘车戴好安全头盔，驾乘车系
好安全带，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
行。”芙蓉交警还向过往车辆和前来上牌的
群众宣传“一盔一带”交通安全知识。

这是芙蓉交警第 54次进社区、进企业
为群众挂牌。3月23日，长沙市启动“两车”
登记备案及上牌工作，芙蓉交警先后公布
了近 30 个社区上牌点、交警岗亭上牌点。
定点挂牌、流动挂牌、上门挂牌……芙蓉交
警组织各类便民挂牌行动，多渠道、地毯式
地推进“两车”挂牌进度，截至目前共为 14
万余辆“两车”办理完上牌登记。

“符合国 VI 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绿
牌，有效期 5 年，5 年后可申请延长；2019
年 4 月 15 日前生产的电动车上黄牌，有效
期至2023年3月1日终止。”芙蓉区交警大
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种牌照目前
免费为群众办理。芙蓉交警提醒，“两车”挂
牌工作已进入倒计时，届时无牌车辆将不
能上路行驶。此后，公安交警部门将全面启
动路面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依法对无牌上
路的“两车”进行查扣。

湖南日报 9月 21日讯
（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冯
斌 庄碧霞）9月20日，2020
年全国科普日湖南主场活
动，以“决胜全面小康，践行
科技为民——走进华菱涟
钢，体验智能智造”为主题，
在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
公司云数据中心拉开帷幕。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湖
南主场活动，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科普活动。在涟钢云数
据中心，“后疫情时代中国
钢铁工业的机遇与挑战”主
题科普报告会吸引300多名
涟钢员工；在涟钢厂区，30
名中学生参加“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青少年科学实践体
验活动，现场了解钢铁炼制
流程及科学原理；在娄底市
第六小学，省科技馆科普大
篷车开进校园，科普老师带
来无人机科普表演秀，吸引
大批同学围观。

据悉，2020 年“全国科
普日”期间，我省各级科协
及相关部门将采取“线上+
线下”双互动模式，聚焦智
能智造、健康科普、脱贫攻
坚等方面，在全省各地举办 400 余
场科普活动，包括全省科技馆“关爱
留守儿童”集中科普行动、湖南省第
四届科学素质网络大赛、“科普湖
南”线上直播活动、“科技助力精准
扶贫成果”在线展等。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何伟

9 月 18 日，雨后初晴，在益阳
市资阳区，牛眠石的崇山峻岭间，
呈现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工场上
机器轰鸣，巨型装载车排成长长的
队伍驶进驶出，大型塔吊拧着上十
吨的桥梁预制构件，运转自如地码
堆装车……劳动竞赛的浪潮一浪
高过一浪。

工程虽气势宏伟，工场虽宽敞
明亮，但看不到那种人山人海、人头
攒动的大兵团作战场面，一个几千
平方米的钢筋预制加工车间，每天
完成的预制构件 100 余种、3 万余
件，只有几个女操作工和 3 个工程
师，在仪表上读取数据，在电脑前敲
击键盘。原来，他们全员都在用“智
造”做工程，用“智造”提速高铁建
设。

“常益长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

高铁网中的重要线路，
呼和浩特至南宁两条大
铁路的重要枢纽，是我
省高铁环线的关键组成
部分。”中铁五局常益长
高铁项目部二分部党委
书记唐政兵介绍。

常益长高铁项目部
二分部位于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
牛眠石村，占地146亩。主要承担常
德和益阳至长沙铁路三标段 30 座
桥梁，共计 578孔箱梁的预制、架设
任务，桥面施工、板式无砟道床铺设
及铺轨等施工任务。

走进宽敞的钢筋预制车间，剪
切、焊接、弯曲三条生产线，如行云
流水般地运转着。钢筋、角钢等材
料自动上位，加工完的预制构件自
动码堆，成品运出车间的工具自动
装卸，每条生产线都是自成体系。

钢筋车间采用的各项科研成果
就有数控棒材剪切系统、自动上料
机构、两轴数控钢筋自动弯曲中心、
数控斜面式弯曲中心、数控钢筋弯
箍机、定位网自动焊接机、数控钢筋
调直切断机等。

项目总经理周涛说，采用这些
先进的科研成果，可通过 BIM 技术
建模，用信息管理平台下达作业指
令进行钢筋制作，实现钢筋的自动

化加工，制作效能、质量和精度明显
提高，劳动力配制较以前减少三分
之二，材料加工损耗降低70%，废品
率几乎为零。

多 年 以 来 ，箱 梁 预 应 力 管 道
定位钢筋网片预制，始终是个“拦
路虎”，都只能采用人工下料，利
用多达 30 套标准模具，逐根摆拼
焊接施工，稍有疏忽就要返工重
来 ，焊 接 质 量 无 法 保 证 ，成 形 精
度、箱梁预应力管道成孔质量问
题难以克服。

二分部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加
快工程进度，在全国高铁建设系统
率先引进“预应力管道定位钢盘网
片自动整体加工设备”，解决了这方
面的问题，成型精度和焊接质量较
以前都有大幅度提高。

在 箱 梁 制 作 车 间 ，各 种 水 泥
预制构件体形大得惊人。他们生
产的预制构件都是庞然大物，最
小的一件都有上 10 吨，最大的上
百吨，如果不采用顶尖技术，制作
起来困难重重。他们在产品质量
检验、混凝土搅拌及桥梁构件载
重等生产环节，全部采用国内一
流的网络技术，分别建立平台进
行全程施工和管理，牢牢把控构
件的生产质量，箱梁存储都采用
自动喷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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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交警将“两车”上牌点
搬到居民“家门口”
14万余辆“两车”办理上牌登记

安置点上看幸福
——怀化市易地扶贫搬迁后扶剪影

“智造”提速高铁建设
——中铁五局常益长高铁项目部二分部工地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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