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保科普

绿水青山逐梦人
——记第四届“湖南最美基层生态环保铁军人物”李晖

“每当看到通过我们

的采样监测、向上级提供参考数

据，并监督相关部门开展污染治理，最终

实现水质达标后，我特别有成就感。”面对记

者，李晖说，能够做一名绿水青山的守护者，感觉

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李晖是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楼分局水污染

防治股股长，刚刚获评第四届“湖南最美基层生态

环保铁军人物”称号。扎根生态环境保护基层三

十多年，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岗位的热爱，对

生态环保事业的无私奉献。近年来，先后多

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2011 年被评为湖南省环保核与辐射

先进工作者。

任劳任怨的“老黄牛”

在精准脱贫攻坚战期间，作为一名老党

员，李晖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用

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 一年中深入

困难群众家中300多次。在他的倾心帮扶下，

联点村20多户困难群众如期脱贫。

2021年4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

再出鞘。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湖南省，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李晖所在的水污染防治股处于岳阳楼区

水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息中心、参谋中心、督

导中心，工作任务繁重。

由于人手缺乏，李晖一人承担了督查工作

的联络、调度、协调等多项工作，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同时，还拟定了《岳阳楼区洞庭湖

流域总磷削减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制定责任

清单、任务清单，确保了辖区内岳阳楼、东风湖

省控断面河流、湖泊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环南湖生猪禁养任务开展时正值酷暑，李

晖顶着高温走进猪舍，一户一户核，一头一头

数，不厌其烦地向养殖户宣讲政策并及时帮难

解困，两年内完成了生猪禁养任务10万头，挑

战了大家认为的不可能。

攻坚克难的“拓荒牛”

位于岳阳楼区的东风湖与洞庭湖水脉相

连，原为城市调蓄湖、养殖湖、纳污湖，此前东

风湖水质为劣V类，属典型黑臭水体。东风湖

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是中央环保督察交办的重

点整改任务。

高效推进东风湖环境综合治理，李晖牵

头完成东风湖流域周边采样 200 余个，配合

环境执法大队检查企业 120 多家次，督促关

停作坊式企业 30 余家。在生态治理项目申

报过程中，他跑上跑下积极对接政策，争取中

央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4400 万元，为洞庭湖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综合

施策，2020 年，东风湖重现“水清岸绿新画

卷”典型经验做法受到省人民政府通报表扬，

在全省推广；2021 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湖南

主场活动现场，东风湖被省生态环境厅授予

“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称号，成为全省 20 个美

丽河湖之一。

把守护好巴陵大地的绿水青山视为使命，

李晖始终奔波在河湖水质监测、农村环境整

治、企业排污口管控一线，对辖区内的每一处

河湖、每一个排口，他心中都有精准定位，他被

同事称作辖区行走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活地

图”。在他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岳阳楼区地

表水水质达标率100%。

为民办事的“孺子牛”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对环境的诉求，李

晖总是高度重视，认真回应。

2021年7月11日，李晖接到岳阳楼区河长

办发来的关于东风湖运营公司后面的水体遭

到污染的通报，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展

开调查。而通过现场走访，初步确定了涉案

对象。原来，涉案郭某某在一处停车坪洗车

时，产生的赤橙色废水没有进行收集和净化

处理，而通过路边的雨水沟直接流入了下游

200米左右的东风湖，造成东风湖运营公司后

面一处水面约 1000 平方米的水体被污染，湖

水呈赤橙色且浑浊。7 月 12 日，该涉案对象

主动投案自首。

虽然长期在环境监管、环评审批的重要岗

位上，但李晖始终坚守清廉本色，念好纪律规

矩“紧箍咒”。前几年，辖区一个水库周边的养

猪场要进行环评审批，养猪场老板疏通各种关

系找到李晖说情打招呼，但他顶着压力坚持原

则，最终关停了这家养猪场，保护了库区水源

安全。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杜绝“两高一资”

项目上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环保人的初

心使命。李晖说，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已。将岳阳楼区打造成为“看得见青山、留

得住绿水、记得住乡愁”的首善之区，李晖仍在

追梦路上。 记者 周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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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磁技术已经应用

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享受电磁

技术带来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可能会对电磁对

健康潜在的影响产生担忧。电磁场是一种什

么样的存在，电磁辐射对健康有影响吗？我们

来看看生态环境部与辐射安全中心和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为公众作出

的专业解答。

自然界中有电磁场存在吗？地球本身就有

一个巨大的地磁场，不同地理位置的地磁场的

强度也不同，地磁场的存在对地球上的生物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最早发明的指南针，候

鸟每年的全球迁徙，都是利用地磁场导航。

电磁场对人体健康有害吗？这是个严肃、

科学的问题，我们的判断应当遵循严谨的科学

过程。国家电磁环境标准正是遵循严谨的科学

过程制定的，因此是否满足国家标准是我们作

出判断的基本依据，即满足国家标准的电磁场

暴露不会产生健康危害，是安全的；相反，超过

国家标高水平的电磁场的暴露是可能危害健康

的。这个标准，就是我们要把握的“度”。

为什么通信基站要建在城区？通信基站的

信号覆盖范围和提供的通讯容量是有限的。为

满足人口密集地区的通讯要求，保证移动通信

服务的安全、可靠，有些通信基站要建在城市人

口密集地区。人口密度大、手机用户多、通讯需

求大，需要规划建设的基站数量也就多。

5G的电磁辐射对健康有影响吗？根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网站，迄今为止的大量研究

表明：没有任何不良健康影响与无线技术产生

磁场的暴露存在因果关系。与健康相关的结论

是对整个无线电频谱进行的研究基础上做出

的。组织加热量是射频电磁场与人体之间相互

作用的主要机制。当前 5G 技术产生电磁辐射

水平导致人体的温度升高可以忽略不计。随着

频率的增加，趋肤效应会更显著。只要电磁辐

射水平低于国家标准，就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

任何影响。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2022 年 6 月 5 日是

第 51 个世界环境日。6 月 2 日，由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主办，市生态环境局承办的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主题活动举行。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红

线是指在自然生态服务功能、环境质量安全、

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需要实行严格保护的空

间边界与管理限值，已维护国家和地区生态安

全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垃圾分类有利于

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奖及价值”……活动现

场，市检察院、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湖南省岳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市生态环

境局局属分局、央企驻岳单位和市律协环资委

等单位分别设置展板站台，向市民和小学生发

放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等宣

传资料，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保护意识、积极

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当天的活动中，还举行了环保知识有奖问

答、少儿环保主题绘

画 展 、创 意 环 保 时 装

秀。小选手们围绕比赛

主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通过自己的画笔和表演，生

动地展现了他们对保护环境、爱护

美丽家园的无限遐想，也增强了他们做

美丽中国的见证者、建设者、践行者的社会责

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

我市举办纪念世界环境日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主题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李晖（左一）在开展水环境监督检查。

冬去暑来，斗转星移。

时光飞逝，十年一瞬。

十年的奋进，十年的足迹。

6月1日，岳阳大酒店热闹非凡，“喜迎二十

大 欢庆十周年”岳阳大酒店成立十周年庆典精

彩上演。

亮点纷呈 精彩不断

大气磅礴的开场大鼓、扣人心弦的杂技、喜

庆祥和的歌曲、动感十足的舞蹈、惊喜连连的

“盲盒游戏”、美不胜收的舞台剧……6月1日的

岳阳大酒店成立十周年庆典上，亮点纷呈、精彩

不断，每一个环节都让观众产生了不一样的体

验和感受。

由安徽省杂技团的艺术家呈现的高难度杂

技《龙凤呈祥》、诙谐有趣的幽默杂技《抢椅

子》，每一帧画面都让观众不由自主心悬到了嗓

子眼，忍不住为其惊心动魄的表演鼓掌喝彩。

为了给观众呈现这场杂技视觉“盛宴”，岳

阳大酒店特邀安徽省杂技团远道来岳演出。该

杂技团成立于1956年，是最早一批代表国家出

访的艺术团体，他们曾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演出；多次获得国家文化部、安徽省委、省政府

表彰，曾先后荣获法国巴黎首届世界“未来”杂

技节和第十届世界“明日”杂技节大赛金奖等国

内外顶级杂技比赛奖项40余项。

精彩绝伦的文艺节目之后，是激动人心的

“盲盒游戏”。

“哇，我运气太好了！”张先生购买了一个

5000 元的盲盒，一个个盒子拆开，惊喜一个连

一个——7999元一台的海尔双开门冰箱！一条

金伯利钻石项链！还有一盒 3 斤装樟树港辣

椒！不止于此，循环扇、啤酒、零食礼盒，还有隐

藏“彩蛋”——岳阳大酒店高级客房……粗粗一

算，张先生开出的盲盒价值在15000元以上，他

乐开了花。

这个让许多观众像张先生一样激动的环

节，源自于岳阳大酒店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品

牌影响力。酒店秉承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强

强联手61个知名品牌，重磅联动打造限量跨界

盲盒，以答谢社会各界多年来的支持和关爱，感

恩回馈VIP客户和会员。

5 个款式的盲盒，分别装着价值 3-6 倍的

产品，宝马自行车、金伯利珠宝、酒鬼酒、海尔

电器、苏泊尔电器、老庙黄金、美的电器、海信

电器、梦洁家纺、南春白酒、溢爱净水器、奔驰

助力车……一双双按捺不住的双手，打开了一

个个属于各自的“惊喜大礼”，将庆典活动推向

了高潮。

6 月 1 日既是岳阳大酒店的 10 周岁生日，

也是小朋友们的节日。当天下午，岳阳大酒店

还上演了一台由合肥儿童剧院演出的儿童舞台

剧——《糖哟哟之魔法森林》。音乐、跳舞、杂

技、魔术……魔法森林的故事，让每一个小朋友

深深着迷。

“魔法师，我太喜欢你了！你的魔法好厉

害！”舞台剧一结束 ，孩子们一拥而上向舞台剧

的演员们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并争先恐后寻

找演员们合影留念。

牢记初心 奋力拼搏

“十年里，岳阳大酒店始终坚持‘以客人为

中心，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服务宗旨，朝着‘打

造诚信、优良而独特的百年品牌’奋斗目标，不

断深化改革，拓展市场，锐意进取，勇闯难关，在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羸得了顾客朋友的一致

好评和业内外的高度认可，取得了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双丰收……”在庆典上，岳阳大酒店执

行董事、法人代表邓向阳介绍着岳阳大酒店的

发展历程。

奋进在当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

打造诚信、优良而独特的百年品牌，这是岳阳

大酒店上下的目标和初心。这也引起了所有

见证了岳阳大酒店跨越式发展的市民旅客的

共鸣。

十年征程，风华正茂，十年收获，硕果累累。

2012 年，岳阳大酒店正式成立，2016 年成

功创建我市首家且目前唯一一家中国五星级

酒店，曾被写入《岳阳政府工作报告》，历年来

相继被评为全国女性榜样模范团队、中国优秀

会议酒店、湖南省名牌产品、湖南饭店金星奖，

是中国旅游饭店行业协会理事单位、湖南省旅

游饭店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央国家机关、

湖南省省直单位出差、定点单位，湖南省优化

营商环境监督测评点，是省市重要政务活动、

招商引资、商务宴会、高端婚宴的主要阵地，曾

接待了美国国防部、日本沼津市访问团等国际

政务访问团体，多次高标准完成岳阳市党代会、

人大政协“两会”接待任务，还接待了谭咏麟、王力

宏、张信哲、汪涵、任泉、刘晓庆、萧亚轩、杨超越、

吕丽萍等影视歌明星，为我市对外合作交流和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路走来，一路精彩。岳阳大酒店切实履

行企业使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社会创造价

值，以热情饱满的工作态度，为客户提供满意高

效的优质服务。

十个春秋风雨兼程，十年寒暑接续奋斗，十

载年华佳绩可喜。岳阳大酒店以昂扬奋进之

势，迅速崛起于全市乃至全省、全国酒店服务行

业前列！

岁月如歌，荣光飞度。岳阳大酒店走过了

飞扬激荡的10年，也已经成为了岳阳这座城市

的一张闪亮名片。

勇担使命 不遗余力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筋骨”强，自然

“肌体”活。

机遇，总是青睐坚定的奋斗者。5月25日，

在2022年全市技能大赛上，岳阳大酒店喜讯频

频，中式铺床、中餐摆台、西餐摆台、前台接待均

获得第一名！

奋进在新时代，明责任才能懂担当，有作为

才能赢未来。对于岳阳大酒店来说，这一点是

深深铭刻在血液里的奋斗基因。

针对新冠疫情肆虐的形势，岳阳大酒店传

承初心，心怀“国之大者”，勇担历史使命，同心

同路、感恩奋进。为了配合防疫，酒店不断采取

措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将原有的用餐包房

扩大，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为了提高员工

素质，疫情封控期间，酒店组织员工脱产培训，

不断精进业务技能和服务质量；为了满足新疫

情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需求，酒店对卡拉 OK

包房进行创新升级，改造为兼具娱乐休闲与用

餐功能的轰趴俱乐部；酒店厨师不断研发新菜

品，推出创新主题自助餐——西班牙烤乳猪自

助餐……

十年开拓不止，十年奋进不懈。在岳阳

大酒店成立十周年之际，酒店开展系列活动，

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提振消费信心激活市场活力的指示精神，献

礼党的二十大，展现“抗疫”非常时期企业担

当：5 月 18 日下午，来自岳阳大酒店的价值 42

万、共 1000 份“抗疫大礼包”陆续送到岳阳市

中心医院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手中。“大爱至

诚”，酒店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抗击疫情正能

量，体现企业担当。

十年积跬步，初心至千里。十年以来，岳阳

大酒店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以市场

思维驱动产业活力，以实力担当擎起社会责任。

十年磨一剑，砺得梅花香。一组组数字，见

证着岳阳大酒店的过去与发展；一个个画面，定

格了历史与永恒。回望过去，心潮澎湃；展望未

来，豪情满怀。岳阳大酒店守初心立潮头，将以

新作为，催生新气象，开启新局面，不断提升接

待服务和运营管理水平，厚植发展优势，塑强品

牌形象，以优质服务，让客户放心满意。

十年勇担当，奋楫再启航。深耕岳阳酒店

服务行业十载，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岳阳大

酒店正以更加蓬勃的朝气，更加昂扬的精神，更

加务实的作风，继续与时代同频共振，奋力谱写

内涵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我市旅游

事业跨越发展、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作出更

多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十年奋进 圆梦初心
——岳阳大酒店成立10周年庆典暨系列活动纪实

▲▲演出结束后演出结束后，，小朋友们争相与合肥儿小朋友们争相与合肥儿

童剧院童剧院《《糖哟哟之魔法糖哟哟之魔法森林森林》》的演员们合影的演员们合影。。

安徽省杂技团安徽省杂技团的艺术家正在表演高难的艺术家正在表演高难

度杂技度杂技《《龙凤呈祥龙凤呈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