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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3日讯 省
环保厅今日发布全省5月
份环境质量状况。2018年
5月， 全省大气环境质量
进一步好转，14个市州城
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98.1%，全省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5月份， 全省市州城
市环境空气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98.1%， 同比上
升14%。PM2.5平均浓度
为29微克/立方米， 同比
下降14.7%；PM10平均浓
度为56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8.2%。其中，长株
潭区域 3个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95.4%， 同比
上升21.8个百分点。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评价，14个市
州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的后3位城市（从第14名到
第12名）依次是：湘潭、株
洲、长沙市；相对较好的前3
位城市依次是：益阳、张家
界、永州市。

5月份， 全省地表水
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
测评价断面中， Ⅰ～Ⅲ
类水质断面 328个 、占
95.1%， 同比增加0.6个
百分点。 全省29个地级
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中， 监测结果为
全部达标， 水质达标率
100%。 ■记者 和婷婷

连线·空气质量

6月13日， 沅江市漉湖芦苇
场下塞湖矮围整治现场，99台大
型推土机、13台挖机、2台吊车、
15台建筑垃圾转运车来回穿梭，
在南堤、北堤、节制闸、房屋垃圾4
个战场同步作业。

据悉， 这场由益阳市和沅江
市组织的下塞湖矮围全面拆除
“攻坚战”，在6月3日打响，目前已
连续战斗10天。在施工现场负责
调度的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张立宏介绍，目前下
塞湖矮围整治现场有129台机械
设备、200多名施工人员作业，一
天可完成土方9.9万立方米。现已
累积完成土方85.98万立方米、占
总任务85%， 并拆除4栋1800平
方米闲置的芦苇管理用房。

“尽管如此，接下来15%的任
务仍然十分艰巨。”张立宏说：“越
到后面，越需要坚持。天气炎热，
人员也都很疲劳，考验的是我们
的耐力和毅力。”

现场， 推土机手陈正春正在
骄阳下与机器轰鸣声中， 驾驶推
土机全神贯注刨土、推土，汗水湿
透了他的衣背。 陈正春说， 他从
“攻坚战” 打响第一天就来到现
场，每天工作10来个小时，人也消
瘦了几分，本来就黑的皮肤，变得
更加黝黑。陈正春说，他自小在洞

庭湖边长大， 清楚记得小时候湖
洲“潭面无风镜未磨”的模样。“我
现在一刻也不敢懈怠， 就是为了
恢复母亲湖的原貌， 辛苦一点是
值得的。” 陈正春扒完快餐盒里
最后一口饭，又爬上了推土机。

沅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益阳市、沅江市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要求，加大对洞庭
湖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特别将
矮围、 网围这一严重破坏湖区生
态多样性、 影响行洪安全的“顽
疾”， 列为重点专项整治内容。沅
江境内的下塞湖矮围有1.62万
亩、9302米。2015年6月至2016年
12月，在相关人员监督下，下塞湖
矮围业主组织机械设备， 掘毁了
矮围西北段泥堤2200米。 去年5
月7日，相关单位组织专业爆破公
司，炸毁了矮围北闸。同年底，又
组织大型挖机， 对北闸炸毁后的
建筑垃圾进行清除。

这位负责人表示， 只要不出
现特大暴雨天气，6月15日一定
坚决完成下塞湖矮围全面拆除
任务。届时，矮围水面与洞庭湖
外湖水域就会完全贯通，洞庭湖
原有湿地生态恢复调节功能将
全面提升。

■记者 邢玲 和婷婷
通讯员 廖文

6月13日下午， 省委九所会
议中心，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14
个市州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认真
学习领会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结合各自工
作实际，从如何落实中央精神、切
实做好我省生态环保工作、 构建
大环保工作格局、 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等多
个方面，展开热烈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六
大原则”，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的
“五大体系”……参加讨论的代表
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保大会上的讲话， 为生态文明
建设指明了路径。大家纷纷表示，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深
入学习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全面加强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决心和
使命担当。

省环保厅党组书记、 厅长邓
立佳用三个“第一次”形容13日
的会议：第一次由省委组织召开
生态环保大会，第一次在家的全
体省委常委参会，第一次将以前
的“环保工作会议”改名叫“生态
环保大会”。可见规格之高，意义

之重大。
大会对持续抓好中央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出部署，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和前瞻性。省委巡视组组长杨春
林认为，当前我省生态环保工作
在思想认识、先进技术、专业人
才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亟待
加强。

株洲市副市长何朝晖用清水
塘地区环境质量的前后变化，证
明环境治理“抓了，是肯定有效果
的”。 湘潭市副市长罗伟则表示，
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困惑， 在学
习领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此
次大会精神后，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认识愈发深刻。

省政协副秘书长、 省政协办
公厅主任许石林表示， 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是大事，也是难事。
在充分领会此次会议精神的基础
上， 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将全力发
挥组织、人才优势，从技术、政策
等方面为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建言
献策；发挥民主监督职能，发动全
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
宋智富在讨论中谈到， 我省有必
要探索生态环保新路， 各级党政
领导干部应转变思想观念、 评价
机制、工作方式，加大生态环保理
念宣传力度， 加大生态环保违法
行为处罚力度， 加大对各地生态
环保的督查力度， 加大对生态环
保产业的扶持力度。

■记者 曹娴 彭雅惠

落实中央精神 探索生态新路
———参会代表对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讲话精神展开讨论

“一刻都不敢懈怠”
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拆除任务明日全面完成

连线·沅江拆围

5月全省空气
质量大幅提升
平均优良天数
占比98.1%

连日来，益阳沅江市集中开
展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拆除专
项整治行动， 图为施工现场景
象。

益阳广电 供图

本报6月13日讯 长沙市
龙王港（黄桥大道～梅溪湖路
西延线） 河道将进行整治。据
日前下发的长沙市水务局技
术审查意见显示，该河道整治
工程防洪标准确定为 100年
一遇，施工导流设计洪水标准
为5～10年一遇洪水。该工程
与雷锋污水净化厂及尾水湿
地同步建设。

龙王港位于长沙市岳麓
区，是湘江水系的一级支流。本
次整治的河段为龙王港黄桥大
道～梅溪湖路西延线之间的河
道，河道长度约为850m，位于
湘江西岸的湘江新区梅溪湖片
区。据规划，本段河道两岸为高
标准建设的雷锋污水处理厂及
污水处理厂配套的湿地。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李红

连线·河道整治

长沙龙王港河道将进行整治

本报6月13日讯 昨天在
长沙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省
河长办主任会议透露， 我省系
统推进河湖管理和保护， 去年
安排的21项重点任务基本完
成， 今年正在全力推进22项重
点任务。

22项重点任务涵盖水资源
保护、水域岸线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
5个方面；作为牵头的监管单位
有7个成员单位，其中省环保厅
有3项，省住建厅有5项，省水利
厅有6项，省交通厅有2项，省农
委有5项，省林业厅有1项。

水资源保护方面，重点开
展洞庭湖及湘江流域排污源
整治， 依法关闭或拆除全省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缓冲区
等敏感水域内入河排污口 ，
依法迁建、 关闭或拆除县级
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一、 二级保护区内的49个
入河排污口。

水域岸线保护方面， 启动
“一湖四水”及主要支流岸线利
用规划编制工作， 严厉打击非
法采砂洗砂行为， 开展非法砂
石码头治理，完成拆除、清理、

复绿工作。
水污染防治方面， 全面推

动农业污染防治， 重点加强禁
养区监管， 规模畜禽养殖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75%
以上；深化重点工业污染治理，
提高城乡污水和垃圾处理能
力，新建（扩建）城镇污水处理
厂22座， 完成34座城镇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

水环境治理方面， 重点完
成150处黑臭水体整治，推进浏
阳河、华容河、大通湖等河湖不
达标水体治理，加强河道保洁。

水生态修复方面， 重点推
进“绿带”建设，长沙等湘江流
域8个市完成1.9万亩退耕还林
还湿任务， 其他市州完成1800
亩退耕还林还湿任务， 完成洞
庭湖区1.94万公里沟渠和2.65
万口塘坝清淤， 改善河湖生态
环境。

省河长办指出， 这些工作
既是省委、 省政府确定的硬任
务， 也是中央对我省年度考核
的硬指标， 相关各级各部门必
须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熊梓淇

河湖管护今年推进22项重点任务
省河长办：相关各级各部门须不折不扣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