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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下午， 由阿拉善 SEE 生态
协会湖南中心（筹）主办的阿拉善 SEE·湘
江论坛在长沙举行。 来自众多行业的企业
家和热心公益环保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以及 20 多家省内环保志愿者组织（NGO）
代表约 300 多人出席，聆听了著名经济学
家王林教授的主题演讲。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5 日，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
出资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其宗旨是以阿
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
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
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
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协会成立 10
年来， 阿拉善 SEE 已深入到各个生态环
保领域，如防治水污染、空气污染、沙漠化
等，是国内治理沙尘暴、倡行生态环保最
重要的环境公益机构。

本次阿拉善 SEE·湘江论坛主题为
《国运 2015-2025： 企业家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由阿拉善 SEE 顾问、著名经济学
家、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改

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林教授专题
演讲，对未来十年企业所将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独到的解读。 论
坛上，阿拉善 SEE 湖南中心（筹）的会员

代表现场发起《建立绿色供应链》的倡议，
呼吁企业家保护生态环境， 倡导绿色发
展，坚守留住碧水蓝天的使命和责任。 同
时，由省人大、省环保厅、省发改委及湖南
日报有关负责人为湘、资、沅、澧四水环保
组织授旗，启动本年度湖南最大公益项目

“三湘溯源”活动，并将环保志愿者从湘、
资、沅、澧四水源头采集的清澈活水注入
玻璃铸造的“溯源”二字中，将活动再次推
向高潮。

阿拉善 SEE 湖南中心筹备组组长徐
颂东介绍，阿拉善 SEE 湖南中心经过近一
年的筹备，会员由当初仅远大集团总裁张
跃一人迅速发展到目前 20 位正式会员，
并且不断有热心环保公益事业的企业家
投身其中，会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据了
解， 阿拉善 SEE 湖南中心将于今年 8 月
底在湖南远大城举行成立大会， 届时，湖
南本土的“绿色企业家联合行动群体”即
将成为我省环保公益建设的新标志。

近日，记者从邵东县美桥污水处理厂
了解到，作为邵东县重点节能减排项目之
一，该污水处理厂通过改善污水处理工艺,
有效地控制了邵东县城市污水排放，实现
了邵东城市污水达标排放，改变了过去城
市污水直排、污水横流的局面。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
加和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污水排放量日
益增加，水体污染日趋严重，其中城市污
水排放问题尤为显著，城市污水主要指城
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及城市降雨径流，
普遍含有病原体、需氧有机物、植物营养

素等污染物，同时，随污染源的不同还可
能含有砷、重金属等污染物，不加以处理
的城市污水任意排放，往往会导致水体富
营养化、需氧有机物污染甚至发生大的水
体污染事故等， 因此建立城市污水处理
厂，让城市污水达标再排放，成为控制城
市水体污染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位于邵东县宋家塘街道办事
处软塘村的美桥污水处理厂总投资 1.68
亿元，2009 年 12 月建成投产， 服务人口
30 万人，服务面积 35� 平方公里，截污主
干管总长度 36.8� km，设计日污水处理量

为 8 万吨。 该污水处理厂采用改良型氧化
沟工艺，根据废水水质不同而组合成不同
的生物处理工艺。 这种工艺不仅有良好的
脱氮除磷效果，而且在厌氧和缺氧条件下
能把大分子量的有机物裂解成易于好氧
生物降解的低分子量有机物。

通过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员工综合素
质培训、 管理职能强化等方面的工作，美
桥污水处理厂于 2009 年经湖南省、 邵阳
市、邵东县三级环保部门验收，完全符合
国家标准，被评为优胜单位。 2012 年被邵
阳市评为先进单位。 2010 年至 2013 年共

处理城市生活污水 4858.77 万吨，化学需
氧量（COD）减排 9782.11 吨。 对于改善城
区及周边村庄的生态环境， 改善邵水河、
资江水系的水质起了重要作用。

（谭和平 刘雨娇）

日前，环保部通报 2013 年环境行政
执法后督察的相关情况， 环保部监察局
局长邹首民表示，从 8 月份起，环保部每
月通报企业的环境违法查处情况， 不仅
通报企业名称， 还要通报法人代表的名
字。 只要不改完，企业的信息一直挂在网
上，公众、企业或者银行，都可以看到。

“随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这些企业就会
一次违法，处处受限。 ”

邹首民介绍，2013 年底至今年初，
环保部组织 6 个区域督察中心，对 2012
年查处和重点督办的 93 起环境案件开
展了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检查各案件
执行处理处罚要求和整改落实的情况，
并于 2014 年 3 月组织相关的 22 个省级
环保部门进一步核查和督办。 据了解，
全部案件中有 70 起案件涉及的环境问
题已经处理处罚到位， 企业也基本进行
了整改。

针对目前没有进行整改的问题，环
保部将分类处理。 对拒不执行整改处罚
决定的要进行挂牌督办， 对逾期拒不执
行处罚的地方环保部门将强制处罚。 在
挂牌督办期间， 各地环保部门要对这些
企业进行环境限批。

邹首民指出，通过后督察发现，部分
地方在日常执法和环境监管中仍存在不
少问题。 一是部分案件未严格依法实施
处理处罚。 二是部分未执行到位案件未
及时采取下一步措施。 三是污水处理厂
建设、运行、管理问题突出；四是企业防
护距离落实不到位。 他同时表示，企业一
旦违法，该查得查，该罚得罚。 同时环保
部门一定要信息公开， 一定要在相应网
站进行公开，给企业压力，给地方政府压
力。

他坦言，出现执法、监管问题，不排
除有地方保护的情况， 但也有执法人员
能力不足、技术不足等现实，加上现在企
业隐蔽偷排的水平越来越高。 邹首民表
示， 未来环保部将加大对督察人员的培
训， 同时开展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
部门的案件处理检查。“最关键的是，我
们要发动社会进行监督。 希望媒体多多
提供线索，帮助共同监督违法企业。 ”

（林淑芳 整理）

“谁都可以管，谁也管不好”。网吧管理已
经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社会问题。 如何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和社会化管理转型过程中破解
这道难题， 衡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进行
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尝试。

练好基本功 精细化管理网吧市场
近年来， 衡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将

“刀削面”的基本功用于网吧管理，打破以前
“一把抓”的格局，实行一对一式捆绑监管，采
取一人一辖区，一人一服务，一人一管理的方
式；找准切入点、平衡点、落脚点，未成年人上
网的问题、未实名登记的问题、超时经营的问
题，分阶段、分重点、有目的地逐步扭转工作
局面；在网格化管理上分设两个大队，把包干
的执法人员责任区域纳入集中管理。

舞动双刃剑 责任和权力阳光运行
去年，该县重新开展全面调查摸底工作，

对已登记注册的 99 个网吧进行细致的调查
摸底，逐户进行登记造册，并制作了网吧分布

示意图。 把全县网吧分布地域按照辖区范围
划分成 10 个责任区，即责任到人、权力到人，
按年度五星级网吧的评选要求明确等级划
分，倒转审批权限。 在案件的定性中，实行网
上办案、阳光运行，让违法者无处遁形，让守
法经营者得到合理的保护， 让执法局更具责
任担当。

打好组合拳 多部门联动责任明确
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关注

网吧市场的“社会触点”增多，范围增广。 该局
借助媒体和网络等平台呼吁各界社会人士共
同关注网吧治理问题，促进民众监管，加强未
成年人的管理，形成学校、家庭、社会联动的综
合平台。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家庭教育为主责，
社会教育为主导，使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杜绝沉迷网吧的现象。 借
助手机报、 道德讲堂等信息平台搭建“局校
通”；在全县在校学生中发出倡议、相互监督、
实行举报有奖； 与相关的职能部门开展例会

制、集中整治制、案件通报制。 同时，联合有关
行政和执法部门，借力发力，不定期开展联合
整顿行动，决不姑息迁就。

创新“一站式” 提升网吧管理水准
采取引导、推进、强制的措施，促进网吧

向连锁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提升衡
阳县网吧的经营管理水准。

2012 年起，全县在全省率先推出了“五
星级网吧年度评选活动”，实行网吧优胜劣汰
管理方式，对所有网吧进行不定时巡查，并将
动态巡查的台账作为评选的主要依据。 该局
积极探索网吧 + 电影包房 +KTV 模式 + 休
闲饮品等一站式营业模式的尝试， 将“连锁
化” 网吧通过联合经营植入了广告新业务收
入，节约了经营成本，便于统一管理。同时，加
大科学监管力度， 争取把天网工程的末端接
入网吧，建立文化市场监管平台和指挥中心，
使文化执法工作不留盲区、不留死角，逐步走
向科学化、信息化、法制化的轨道。

（作者系衡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局长）

7 月 16 日上午，省人大环资委
调查小组再次深入怀化，暗访湖南
泰格林纸集团怀化骏泰纸浆公司
环保情况。 去年暗访后该公司被处
以 100 万元罚金， 短暂整改之后，
黑黑的污水依然直排河中，只不过
隐藏在今日滚滚 水河的洪水之
中。

然而，站在怀化骏泰纸浆公司
厂外的马路上，人们根本发现不了
污水暗流。 只有沿小路躬身摸爬到
滚滚 水河边， 才能发现掩盖在草
丛中的污水管， 正滔滔不绝地向
水河排出刺鼻恶臭的污水，比去年
下半年来暗访时的水流更黑更大。

环境保护，一个非常沉重的话
题。 掩盖在洪水中的污水排向河
流，仿佛流进人们的心里 ，钻心的
痛啊！

（梁斌勋 摄影报道）

阿拉善 SEE·湘江论坛举行

凝聚企业力量 坚持绿色发展
本刊记者 谢作钦 通讯员 涂敏

邵东“美桥”改善工艺让污水不再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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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舞动“双刃剑”破解网吧管理难题
屈晓棠 “骏泰纸浆”向 水河偷排污水

7 月 13 日下午，阿拉善 SEE 湖南中心（筹）全体会员发起“绿色供应链倡议”。
(图片由涂敏提供）

邵东县美桥污水处理厂董事长 �唐铁美

【监督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