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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上，极目远眺，八百里
洞庭，烟波浩渺。

洞庭湖北接长江， 南接湘、
资、沅、澧湖南境内四条大河，因
此被誉为“长江的肾”。4月1日，记
者来到位于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
三江口区域，有着430米岸线的天
欣码头。 放眼望去， 只见江水清
清、滩涂平整，一江春水轻柔地拍
打着堤岸。

而在去年此时，这里还是一幅
作业繁忙的图景。2个3000吨级直
立式泊位、2个码头岸吊、4个水泥储
罐，以及堆成小山的砂石堆，让天欣
码头以前常常是一片尘沙飞扬，周
边居民苦不堪言，岳阳楼上不见碧
波万顷，但见砂石船只密密匝匝。

为了守护“长江的肾”，岳阳
市地方海事局港口运输科科长周

国新介绍，截至2018年6月30日，
岳阳市长江岸线42个泊位全部关
闭， 设施设备的拆除清理工作基
本结束， 码头泊位关闭率达到
52%，共退还长江岸线7.24公里，
当前正在进行复绿工作。

“以前的长江堤岸脏乱差，现
在干净了， 还种了花草， 春天来
了，很漂亮。”站在君山长江大堤，
附近的市民看着整洁有序的江
滩，笑意盈盈。

“天欣码头的一段河岸经过生
态修复已变为近水平台， 不久就
将向市民开放。”周国新介绍，岳阳
正在努力建设最美长江岸线， 力争
到2020年，将港口码头占用岸线总
量原则上控制在10公里左右，未来
将长江岸线湖南段打造成“一个码
头一道景”的美丽生态岸线。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长沙市积极有力抓好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 以群众迫切需求为
导向重点攻坚，供水、供气、污
水治理与垃圾治理等项目建设
走在全省前列。

着力提升供水供气能力。
重点推进城市供水直供到户改
造，完成户表改造50万户；完成
一批城区主次干道铸铁管网改
造，促进燃气管道提标提质。

“补齐”污水治理设施。主
城区110个排污口实现“全截
污”， 城区污水做到“应收尽
收”。2014年以来累计投入80
亿元新改扩建城区污水处理厂
12座 ， 污水处理率提高到
98.3%，出水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一级A标准； 新改建乡镇污水

处理厂97座。 完成城区黑臭水
体整治24处88个项目， 成为全
国首批城区黑臭水体治理达标
城市。

全面构建“前端分流分类、
中段干湿分离、末端综合利用”
的垃圾综合治理体系。 特别是
大力推进中段干湿分离， 实行
餐厨垃圾、 农贸水果市场果蔬
垃圾等易腐有机垃圾和大件垃
圾集中回收综合处理，2018年
城区生活垃圾减量13.37%，农
村垃圾分类减量50%。

长沙市综合施策破解“邻避
效应”，在黑麋峰原固体废弃物处
理场西侧新建生活垃圾深度综
合处理项目（日处理能力达5000
吨）， 并将周边搬迁范围由1.2公
里延伸到1.5公里， 尽可能将影
响降到最低。 ■记者 陈淦璋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从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常德市聚焦
长江经济带 坚决遏制固体废物
非法转移和倾倒 持续加强危险
废物全过程监管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日前印发，
一场针对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
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的“监管
风暴”，正在刮向常德市。

据悉，《工作方案》 明确了
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电子
废物及废旧汽车拆解、 实验室
危险废物等13类固废危废为监
管重点。《工作方案》确定，今年
的主要任务是2019年4月底前
完成固体废物大排查，9月底前
完成大整改， 建立可供查阅的
台账，并做好生态修复等工作。

《工作方案》要求，严厉打
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对

非法收集、运输、转移、倾倒、处
置固体废物的单位、 中间商、承
运人、接收人等，要一追到底、严
厉查处，尤其是涉及危险废物违
法案件要重点督办，对涉及犯罪
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对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活动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此外，《工作方案》 还进一
步明确， 要建立健全督察问责
长效机制，按照督查、交办、巡
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
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责任，对
固体废物环境问题突出、 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产生恶劣影
响的地区，将开展点穴式、机动
式专项督察，严格落实“常德铁
十条”， 对查实的失职失责行
为，将严肃问责。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道兵

我省出台少数民族语
地名译写规则

本报4月6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 为有效抢
救少数民族文化，我省于3月28
日正式实施《湖南少数民族语
地名译写规则》地方标准，这是
湖南继《地名数据元规范》《地
址数据元规范》实施后，推出的
又一地名管理领域新标准，将
对我国璀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
挖掘、保护与传承，对加强和改
善地名管理、 提高社会治理水
平，有着深远的影响。

湖南是我国土家、苗、侗、
瑶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集地，
有少数民族自治州1个、自治县
7个、自治乡83个。由于文字的
缺失， 这些少数民族变迁的轨
迹在时间洪流中， 留下星星点
点的记音地名成为少数民族辉
煌历史的宝贵印记， 在第二次
全国地名普查中得到了有计
划、较充分的挖掘、考证、保护。
为巩固普查成果和抢救少数民
族文化， 湖南省地名普查办成
立了由省民政厅牵头、 省民宗
委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编制
小组，历时三载，集中省内、外
土家、苗、侗、瑶语四个语种的
著名专家， 梳理了上述四个少
数民族语的发音规则， 分别编
制了土家、苗、侗、瑶语地名译
写对音表，形成《湖南少数民族
语地名译写规则》地方标准，通
过标准的形式对湖南土家、苗、
侗、瑶语地名译写进行规范。

据介绍， 少数民族语地名
译写规则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
的地名译写标准化、 规范化的
重要手段。 我国上一批类似规
则是1982年出台的蒙、维、藏语
地名译音规则。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姚涵淞

岳阳关停长江岸线42个码头泊位，去年吸引越冬候鸟超22万只

砂石码头生态复绿成为动物天堂

2018年， 岳阳市31个地表
水考核断面监测达标率为
89.5%， 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
现在， 岳阳市县级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内已无排污口，
水质达标率100%。

岳阳的水情只是湖南水情
的缩影。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2018年，全省地表水水质
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价断面
中，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4.5%， 同比增加0.9个百分点。

其中，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
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为90.0%， 同比增加1.7个百分
点；11个洞庭湖湖体断面水质
总体为轻度污染，除总磷外，其
他指标均达到III类标准。

更令人欣喜的是， 洞庭湖
水质继续稳步向好， 总磷浓度
持续降低。数据显示，2018年为
0.069毫克/升， 同比2015年下降
38.4%，2019年2月，湖区总磷平均
浓度持续下降为0.052毫克/升。

一江碧水， 波光粼粼，草
长莺飞，郁郁葱葱，尽显生机。
4月1日， 记者走访长江岳阳
段，以往尘土飞扬、草木不生
的砂石堆已荡然无存。

湖南省９６％的区域都
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 岳阳则是湖南省唯一拥有长江岸线资源
的城市。在这里，163公里长江岸线、洞庭湖60%以上的水域面
积、1500多平方公里的东洞庭湖湿地， 是长江和洞庭湖生态保
护与治理的主战场。

■记者 和婷婷

“1只鸬鹚，12只斑嘴鸭……”
在长江君山段东洞庭湖国家自然
保护区林阁老巡护监测点， 君山
后湖管理站站长周洁一边用望远
镜远眺， 一边在巡护管理监测记
录表上记录观测到的鸟类。

谁能想到， 这个水草丰茂的
湿地附近是曾经的君山华龙码
头，每年砂石产出达40多万吨。砂
砾成堆、土地硬化、噪音隆隆，江
豚、 麋鹿等生物避之不及。“砂石
码头机器轰鸣、沙堆林立，鸟儿、
鱼类都没了栖身之所。” 周洁介
绍，以前环境不好，只能零星看到
6至8种鸟类，数量不超过20只。

2017年底， 长江岸线湖南段
拆除了39个非法砂石码头， 并完
成生态复绿， 洞庭湖全面禁止河
道采砂行为， 周围80多处砂场全
部关停。 曾经码头林立、 沙堆如
山、 垃圾遍地的长江湖南段岸线
如今有了很大改善。

数据显示，2018年，洞庭湖越
冬候鸟达到22.64万只，野生麋鹿
由2012年的65头增加到2017年
的164头， 长江江豚监测记录数
量也达到220头， 稳定栖息种群
达120头。水有江豚，陆有麋鹿，
君山华龙码头湿地重新成为了
野生动物的天堂。

关停42个泊位，守护“长江的肾”

君山华龙码头湿地，成为动物天堂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聚焦长江经济带，常德出台工作方案
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

长沙市打好环境基础设施“攻坚战”

主城区110个排污口实现“全截污”

水，是生态之魂，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对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嘱托，认真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点面结合、综合治理，多措并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日，记者驱车走访岳阳、长沙两市，所到之处，河流清波荡漾，湖畔芳草茵茵，动植物生机盎然，老百姓更是笑意盈盈，水污染防治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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