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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旋

“变了，水清澈了，岸清爽了。”在长
沙河西住了大半辈子的杨兴，自从退休
后，每天都会来到西湖文化公园附近散
步。沿着龙王港，他背着双手，慢悠悠
地走，心情比树梢上的鸟儿还轻快。

从曾经的“黑臭水”，到如今清水重
现，龙王港上演了一场“变形记”。按照
中央、省市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精神，在长沙市委、市政府的统领
下，湖南湘江新区、岳麓区、长沙高新区
联手联动，从流域“水环境、水资源、水
生态、水安全、水文化”治水理念出发，
按照“流域统筹、系统治理、整体设计、
属地负责、分区分期实施”总体原则，对
龙王港实施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
治理。

今年上半年，龙王港水质达标率从
去年同期的 50%提升为 100%，水质达
到Ⅳ类标准，入湘江口断面全面达标且
4个月优于Ⅳ类标准。随着水质得到改
善，沿河老百姓也享受水清岸绿的生态
福利。

“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推进龙王港流
域水环境生态治理，在提升人民群众水
环境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同时，将
龙王港打造成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走廊
的延伸，为推动长沙生态文明与高质量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岳麓区委书记、区
第一总河长周志凯说。

历 史：黑臭水体，掩鼻而过

龙王港是湘江的一级支流，又名
“溁湾港”“麓桥河”，干流全长 29 公里，
岳麓区段为 14.8 公里，河道迂回曲折、
坡度平缓，流经梅溪湖、天顶、望城坡、
咸嘉湖、西湖、望月湖 6 个街道汇入湘
江，在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曾滋养
着河西百姓。

然而，随着多年来沿线两岸片区不
断开发建设，城市截污系统配套建设和
污水处理能力跟不上城市快速发展与
大量人口入驻，加之上游来水少，受湘
江水顶托影响，龙王港自净能力逐渐无
法负担，演变出黑臭水体现象。

杨兴犹记得，“以前，河水不时发
臭，路过都要捂鼻；河里虽有鱼，大多却
奄奄一息。”“晴天有时一天最多要接到
2至 3次投诉。”岳麓区水利部门调查发
现，龙王港受来水影响，水质氮磷超标，
同时下游段地势平缓水体不易流动，导
致污泥沉积发出臭味，治理起来难度不
小。2016年，龙王港被列为国家住建部
黑臭水体整治名单，为长沙市 24 处“黑
臭水体”之一。

事关百姓人居环境，再难，也得
治。2017年，长沙市建立四级河长制体
系，岳麓区作为龙王港下游区县段，启
动末端截污、分段清淤及局部生态治理
工程。2018年，岳麓区联手湘江新区治
理，龙王港“黑臭水体”成功摘帽，但河
道局部水质仍为劣Ⅴ类。

改 变：系统施治，精准治理

龙王港流域治理涉及1个功能区、2
个行政区，湘江新区、岳麓区、长沙高新
区三区叠加，治水若“各自为战”，无法
从根本上为龙王港“治病”。如何破题？

——坚持合力治水。2019年，岳麓

区成立以区长担任指挥长、5 位副区长
担任副指挥长的高规格治水工作指挥
部，搭建专班合署办公，下设一办五部
三个建设分部，形成“一部制”管理。

随后，岳麓区与湘江新区建立联席
会商制度，固化指挥长月调度、副指挥长
周调度及项目实施“四统一分”工作机
制，实行挂图作战，分类分项统筹推进项
目建设、执法整治、常态维护等工作。

随着体制机制理顺，岳麓区联合湘江
新区邀请管网及水治理、环保、水利、海绵
城市等方面的众多专家召开会议，定下系
统施治、水岸同治、分类防治、执法严治、
长效管治、全员共治“六治”思路。

“整体解决龙王港流域水环境问
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确保常态长
效。”岳麓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总河长、
指挥部指挥长周凡介绍，岳麓区构建

“责任明确、协调有序、治理有方、监管
严格、保护有力”的龙王港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格局，统筹推进协同治污、源
头治污、铁腕治污、长效治污，实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治理目标。

——实施项目控污。综合治理，既
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是复杂的系统
工程。

首先，让污水有去处，需要“污水集
处”。2019年7月，由湘江新区投资新建
的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通水使用，有
效解决了湘江新区、岳麓区、长沙高新区
近百万人口生活污水集中处理问题。

其次，找到污水来处，需要“控源截
污”。2019年起，岳麓区争取国家、省市
专项资金会同湘江新区治水资金，先后
投入20余亿元，启动实施西湖汇水区控
污截污改造、湖大财院片区水系综合治
理、咸嘉湖路水系排口治理、应急引水
补水等项目工程 10余个。目前，5个项
目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片区内雨污分
流不到位、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等源
头问题得到解决。

再次，畅通污水管道，需要“自行其
道”。为了弥补过去城市建设的短板，
今年8月，岳麓区争取国家专项债2.8亿
元，对咸嘉湖路老城区错接、漏接污水
管网进行全面整改，构建完整的主干管
雨污分流体系；在地质情况复杂、管网

建设难度最大的南园路片区，由湘江新
区出资 11.53 亿元，岳麓区相继实施污
水主干管与支管完善修复及箱涵清淤、
农安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等工程，目
前，已完成缺失主干管铺设，其他正进
行整改建设，预计 2021 年 10 月底全面
完成改造。

最后，治污项目管网建设均为地下
暗线工程，指挥部特邀四名排水专家组
成技术督导小组，严格对标落实《项目
工程管理办法》，严把“设计关”“概算
关”“程序关”“质量关”“进度关”“效果
关”，确保源头治污成效。

——严格执法减排。水污染问题
在 水 里 、根 子 在 岸 上 、关 键 在 排 口 。
2019 年 11 月，龙王港支流肖河赏月路
排口出现污水下河现象。发现问题后，
岳麓区联合湘江新区对周边保障性小
区阳台洗衣机废水、居民种菜洗菜废水
和公交巴士首末站清洗废水直排问题
进行全面整改。

今年 7 月，中海地产梅溪湖某在建
项目，在未办理相关排水许可证的前提
下，施工过程偷排、漏排黄泥废水至龙
王港，被处以10万元罚款并整改。

目前，岳麓区对 63 个排口采取“一
排口一档案一方案”管治模式，对巡查
溯源发现的错接、混接或直排等问题进
行现场交办，采取联合会商、问题约谈、

联动执法、严格处罚等举措，督促 44 家
单位、117 处错接与混接管网等问题得
到整改落实。

——抓实常态维护。对一片水域而
言，污染，并非一日而成；治理，也不在一
朝一夕。近日，岳麓区西湖街道龙王港
社区党总支书记沈材政，带领社区工作
人员来到龙王港巡查河道、捡拾垃圾。

为了强化水底、水面、岸线保洁，岳
麓区严格落实区、街两级“河长制”，从
指挥长每季巡河，到区级河长每月巡河
2 至 3 次、乡级河长每周巡河 2 次，还有
不少民间环保志愿者也参与巡河行动。

今年，岳麓区各级巡河累计 200 余
次，发现并及时解决水面漂浮物、岸线
白色垃圾堆物、亲水平台游道破损等问
题 500 余个，清理各类垃圾 23 余吨，曾
经“散发臭味、垃圾漂浮、河岸脏乱”的
场面一去不复返。

据了解，岳麓区已投入近 500 万
元，探索实施龙王港一体化维护外包，
定期维护河道保洁。接下来，龙王港下
游段河道还将实施清淤工程，预计清淤
约4万吨。

现 状：清水如许，造福群众

前段时间，天气晴好的日子，来到
龙王港西湖汇水区附近，可以撞见白鹭
飞过。站在河岸放眼望去，阳光洒向水

面，波光粼粼。每隔数十米，不时河水
翻涌。

“河里装有潜水推流曝气机，主要
用于提高水体流动性，同时给水体增加
氧气。”指挥部常态维护部负责人介绍，
除了安装净水设备，湘江新区、岳麓区
分别实施了应急补水和活水利用工程，
从入湘江口引河水、从岳麓山引山水补
给龙王港，提升龙王港缺水时期径流
量、生态基流以及水体自净能力。

“没有了污水、脏水的踪影，也没有
了臭味，流淌出来的水越来越清。”如今，
龙王港不断呈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
景象，吸引不少如杨兴一样的附近居民，
早晨在河边晨练，傍晚在河边散步。

一座有水的城市，天然使人亲近。
长沙市规划设计院给排水与环境工程
设计部部长冯强建议，未来，龙王港流
域综合治理要根据老百姓需求，注重亲
水文化打造。

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龙王港市级河长朱春光表示：“龙王
港综合治理的二期方案正紧锣密鼓谋
划中，‘十四五’期间，治理将持续在水
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
上发力，更加注重水生态要素、保护修
复和‘人水和谐’。”

告别“黑臭水”还来清如许
——长沙龙王港“变形记”

真抓实干在湖南
龙王港水质改善后，水面倒影清晰，周边景观提升。

龙王港经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逐渐呈现城市生态之美。 （本文图片均由岳麓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胡蔚

9 月 22 日，是第三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
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要在全社
会形成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
浓厚氛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之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
历史愿景即将实现。在这个特殊的节
点，以一场隆重的农民丰收节活动，为
最后冲刺打赢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收官战加油鼓劲，意义非凡，
催人奋进。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三农”
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保证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
事，党中央始终把重农固本作为安民
之基、治国之要。举办丰收节，正是希
望通过举办特色的农耕文化和丰收文
化活动，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进一步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
强国的文化自信。

农业根基稳，发展底气足。今年以
来，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农民群众克服
疫情和灾情影响，努力夺取全年粮食
丰收，为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了
重要贡献。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281 万吨，比
2019年增加120.8万吨，意味着我们的

仓廪更加充实、富足，饭碗端得更稳、
更牢，令人欣慰。

夏粮总产增长，秋粮长势良好丰收
在望，离不开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带
领村民从事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李昌
瑞，帮扶贫困户年均增收2000元以上；
成立社会化服务中心的董敏芳，为村民
提供“一条龙”式的机械化服务，让科技
真正走进田间地头；以科技种粮远近闻
名的屈光荣，免费为村民提供技术培
训，推动水稻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种
植……在湖南，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带头
人，带动农民增收，是当之无愧的乡村
振兴生力军。此次通过丰收节的相关活
动，对他们进行公开表彰，必将进一步
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发展现代农
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是农
民辛勤劳作的真实写照。一粒种子，经
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最终变成口
粮。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付出心血和
汗水。丰收节既是为了提升农民的荣
誉感、幸福感、获得感，也是为了提醒
我们，粮食丰收是亿万农民用汗水浇
灌的结果，唯有体恤农民，尊重劳动，
珍惜和爱护每一粒粮食，才是对农业、
对农民最大的尊重。

在硕果累累的秋天，向劳动致敬，
为丰收喝彩，给农民点赞，描绘出一幅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
家园”的光明图景，必将激荡起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磅礴力量。

汪昌莲

根据日前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运用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10岁及以
下未成年人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
达到78%，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不断走
低。当“全民上网”成为未成年人的显著标
签，凸显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紧迫性。

网络环境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健康
成长，关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的建立。现实生活里，访问教育类网站和
学习网课时，总会有网络游戏、推荐低俗
小说和娱乐直播等信息弹出，由于自制
力、信息辨别能力不强，未成年人容易受
不良信息诱导，不但会造成网络成瘾，更
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由此而见，对未成
年人上网进行合理的节制和引导必不可
少。

网民低龄化，亟须保护常态化。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涉及未成年人和家庭、
学校、政府部门、社会环境、网络运营商等
多方面主体，每个方面主体都需要承担相

应的责任。首先，网络信息主管部门要明
确网络信息安全“把关人”的角色定位，切
实加强内容监管和行业管理，对不良信息
要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理，防患于未然。
同时，积极履责，重点整治学习教育类网
站平台和其他网站的网课学习版块生态
问题，对传播有害信息的用户给予限制和
惩戒，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查处。

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的依法管理是保障，而互联网企业的行业
自律则是核心支撑。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面前，企业必须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积
极主动做好实名注册、内容把关以及设置净
化网络信息插件等工作，为防治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提高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拿出更多切
实有效的措施。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
任。家长需要给未成年人更多的亲情陪
伴，学校更需要加强科学健康的网络使用
引导。希望社会各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各大互联网企业积极行动，给未成年人一
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胡建兵

亿元消费券，邀你游湖南！日
前，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
省财政厅推出的消费券活动引发
众多市民的关注和参与。随着国
庆假期临近，体育、旅游、电影等
行业的新一波消费券活动开始返
场，再次点燃市民们的消费热情。

毋庸置疑的是，消费券是恢
复消费、释放消费的“及时雨”。通
过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快速
拉回客流量，稳定现金流，消费券
助力经济回暖效果显著。湖南“湘
消费”消费券仅上线2个月，就拉
动消费增长270亿元，餐饮、交通、
服饰、休闲娱乐、零售等行业明显
回暖，不但为消费者带来实惠，也
为经济复苏回稳提供了充足动
力。

发放消费券，短期效应明显，
但从中长期看来，促消费、稳经济
还需有治本之策。消费券本质上
是提前释放消费者的购买力，但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消费者对于
未来收入增加程度的预期。出于
规避风险的本能，如果没有良好
的发展预期，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可能会出现回落。由此而见，要在

消费券带来的短期刺激中挖掘出
长期消费潜力，真正推动消费市
场发展壮大，还应从优化营商环
境、提高商品服务供给质量、完善
市场秩序、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
出台有效措施。

提振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
力和活力，需充分协调市场两端
的关系，让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既
要最大限度地纾困和保障民生，
多举措稳定就业，提升民众的可
支配收入；又要丰富消费市场的
商品品类，优化商品服务供给质
量，完善市场秩序，调动大众消费
积极性。稳就业、稳增长，才能提
振人们的消费信心与消费能力，
形成促进消费的良性闭环。

消费券不能一发了之，要让
消费券物尽其用，各地应注意发
放的方式方法。“直升机式撒钱”
不仅难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反
而会给地方财政平添负担，容易
使企业和消费者产生依赖，不利
于企业竞争力与居民收入水平的
持久提升。针对需求最迫切的群
体、最迫切的行业更精准高效发
放，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刺激效
应”，真正助力经济“强身健体”、
行稳致远。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强化
监督、加强教育，多举措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舌尖上的节约”正成为百姓
餐饮消费新风尚。但日前有调查显
示，由于“面子”观念作祟，公务接待
的餐饮浪费情况仍较为突出。

杜绝公务接待浪费，不能仅仅靠
倡导，各地必须细化规范管理措施，
以严格的财政约束和严肃的事后追

责制度，遏制公务接待中的浪费、公
款吃喝中的奢靡之风。

善禁者，先禁自身而后人。群众
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当下，厉行节约
已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党员干部更
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简化和规范
各类公务接待活动，以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优良作风，给民众以示范，
给社会以表率。图/朱慧卿 文/向从南

刘杰

产业兴旺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和重点，也
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涟源市
委市政府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富民、振
兴”的治本之策，整合资源、创新实干，累计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5.7亿元，带动12.2万贫
困人口发展产业，帮助6.4万人成功脱贫，以
产业扶贫带动村民增收，巩固脱贫成果。

在产业规划上注重“培育特色”。涟源充
分利用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确定并全力扶持
柑橘、蔬菜、湘中黑牛、油茶、油菜、中药材、
茶叶、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
九大重点产业，先后实施特色种植业项目87
个、生态养殖业项目46个、油茶林项目200
个，建设柑橘产业基地62个。精心筛选的特
色扶贫产业，见效快，辐射广，带动形成了规
模效应和品牌效应，有效拓宽了贫困人口稳
定增收渠道。

在产业发展上注重“龙头带动”。发展
扶贫产业，只有坚持龙头带动、集聚发展，
才能以点带面、多点开花。政府扶龙头，龙
头建基地，基地连农户。天柱山禽业采取

“公司+基地+贫困户”发展模式，带动联结
当地贫困户1500多户；回春堂药业种植中
药材8000余亩，带动联结贫困人口7400多
人；康麓生物开辟12个种植基地，带动联
结贫困人口8000多人。在10家省级龙头企
业、61 家市级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涟源贫

困村发展产业覆盖率达90%。丰富的实践
证明，“龙头”抬得越高，产业发展就舞得
越活，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就铺得
越宽。

在扶贫机制上注重“利益联结”。发展
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
近年来，涟源不断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让贫困户既能享受奖补政策，又能获
得土地流转、资产收益、入股分红等各项
收入，“企业+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让贫困群众想实施、能融入、有增收。以
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例，涟源目前已成
立专业合作社1360个、家庭农场465家，吸
收1万余名贫困人口入社。让贫困群众融
入到农业产业发展全过程，在产业发展中
共建共享共赢，方能稳定保障贫困群众收
入，让脱贫取得长效。

在扶贫格局上注重“多方联动”。脱贫
攻坚，既需要政府主导和社会各界参与，
更需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涟源市
始终坚持“志智双扶”，组织实用技术和劳
动技能培训，建立扶贫车间 118 家，带动
3000余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年人均增收
1.2 万元以上。扶知识、扶技术，更要扶思
想、扶观念，两力合一，这些举措，既带动
了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又促进了扶贫产
业提档升级，切实增强了贫困地区的自我
发展能力。

（作者系涟源市委副书记、市长）

扶贫扶长远 长远看产业为丰收喝彩 给农民点赞

在短期刺激中
挖掘长期消费潜力

网民低龄化，亟须保护常态化

“面子”作祟 公务“剩宴”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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