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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届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
棋” 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 简政放
权有效释放了市场活力， 激发了社会创造
力， 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改革实践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 6月上旬， 记者跟随国务院11
个督查组， 深入了解各地各部门简政放权
的有效做法， 调查简政放权中仍然存在的
问题。

简政放权要“真简”“真放”
记者在督查中发现，各地各部门积极

出台举措，有序推进简政放权工作，企业
和群众从中得到很多实惠。但是，一些部
门和地方也存在简政放权不到位，手里实
权紧握不愿意“真放”的个别情况。

一位地方发改委主任说， 在简政放
权过程中， 还存在着放得不彻底的问题。
比如一些产业项目的审批权下放了， 但
是规划权上面把得很牢， 而没有规划，
下面根本不敢审批。

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简政放权不到
位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 有的是改头换
面， 形式上简了、 放了， 但实际上仍然
大权在握； 有的是已经列入简政放权的

规划中， 但迟迟没有推进。
据一位地方市属国有集团负责人介

绍， 不久前， 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要在
证券市场上增发重组， 需要报市国资委、
省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证监会
审批， 一套程序走下来， 要8个月的时
间。

简政放权要“方便老百姓”
近两年来， 为简化办事程序， 方便群

众办事， 多个地方和部门设立了行政办事大
厅， 效果明显。 但是记者随督查组走访也发
现， 一些地方的行政办事大厅形同虚设， 还
有个别地方行政办事大厅的选址不考虑群众
是否方便， 大厅设在连公交车也不通的地
方。

记者在一些地方看到， 有的办事大
厅里的公安部门只给办身份证， 不能办
户口。 有些虽然设立了办事窗口， 但后
台服务跟不上， 原来是群众分别跑住建、
发改委， 现在改成是往办事大厅跑两趟。

有一些下放的项目，下放后没人懂，还
得重新培训相关人员，给群众带来不便。记
者随督查组走访的某区县级行政审批中心

负责人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区行政审批
承接的10项下放项目中，有7项无群众来办
理，多是专业性比较强的项目。

有一些办理人员反映， 一些审批事
项在县里办好， 去了市里却不认账， 或
是本市其他县不认账， 反而增添了麻烦。

“多部门、 多机构一起办公是否效率
真正提高？ 应该分析总结， 哪些情况可以
在大厅办理， 哪些需要研究审批， 不适合
在办事大厅办理的， 不能‘一刀切’ ‘玩
数字游戏’。 简政放权不能为下放而下放，
应该考虑怎么方便老百姓。” 一位办理人
员说。

让简政放权落地生根
记者跟随督查组了解到， 一些简政

放权改革措施还存在法律政策不配套、
上下不衔接、 左右不协调等问题， 一些
改革项目难以落地生根。 在处理“最先
一公里” 和“最后一公里” 关系、 突破

“中梗阻” 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行政权
力下放基层后， “放得下、 接不住” 的
问题也要引起关注。

比如， 一些项目在省市发改委立项

后， 开工前还需要履行较多的审批手续，
环节较多。又比如，在扩权强镇改革中，国
土、规划、建设等部门职权被法律限制在
县级政府部门，乡镇在扩权和承接上缺乏
法律支持； 商事制度等改革的关联性强、
环节多、涉及面广，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
之间统筹、联动、配套还不够。

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 税务和海关
等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数据系统， 企业报
送时得分部门多次报送， 企业麻烦， 有
关部门也麻烦。 他们希望， 在简政放权
的同时， 政府能够推动搭建信息平台，
税务、 银行、 海关等相关部门都在一个
数据库内进行资源共享， 信息可以及时
传送、 及时收取。

改革未有穷期， 发展任重道远。 从重
数量到提高含金量， 从“给群众端菜” 到

“让群众点菜”， 从分头分层级推进到纵横联
动、 协同并进， 从减少审批到放权、 监管、
服务并重， 简政放权依然任务繁重。 可以预
期， 简政放权改革措施的进一步推出必将为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提供有力
支撑， 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马来西亚证实：
残骸来自波音777客机
留尼汪海滩又现金属残片

据新华社吉隆坡8月2日电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
2日发布声明说， 他们了解到， 经过法国当局以及波音公
司、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和马来西亚派出工作组的鉴
定，此前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襟副翼已经被正式认定来
自一架波音777客机。

廖中莱说，来自马来西亚、美国、中国、法国和波音公司的
代表5日还将在法国图卢兹参加对这块襟副翼的鉴定工作。

据新华社法属留尼汪省圣但尼8月2日电 据《留尼汪岛
日报》网站2日报道，当地民众当天上午在法属留尼汪省首府
圣但尼附近一处海滩发现一块金属残片，但目前尚无确切证
据表明这一残片与此前发现的飞机残骸有直接关联。

据报道，新发现金属残片的海滩位于圣但尼市区东侧，
距离7月29日发现疑似马航MH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海滩大
约25公里。 残片上有标识类符号，目前已送至当地航空宪
兵处保管。

哪些梗阻还要破 ———从国务院督查看简政放权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089 9 6 2 7 6 0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3206571.6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07 3 3 8
排列 5 15207 3 3 8 5 7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王亮）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
今天进行，客场面对联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控队，湖南湘涛
队以0比2落败。本轮战罢，湘涛队4胜5平11负积17分，继续
位列联赛第14位，未能脱离降级区。

无论是实力还是排名，湘涛队都低于北控，加上客场作
战，湘涛队想要取胜的难度可想而知。比赛中，北控队也的
确展现了更胜一筹的实力，第54分钟拉佐维奇率先打破僵
局，第89分钟王长庆攻入精彩世界波，将比分锁定在2比0。

虽然未能赢球， 好在本轮北京理工队和深圳宇恒队也
双双输球，湘涛队得以继续排名第14位。但湘涛队目前仅
高出倒数第2的北京理工队1分， 不过比倒数第4的深圳宇
恒队也只低1分。目前联赛赛程完成三分之二，每一场球都
会对降级形势产生直接影响。领头羊吉林延边队主场4比0
战胜北京理工队，保持20轮不败。

下轮中甲联赛将在8月8日进行，湘涛队在主场对阵武
汉卓尔队，又是一场硬仗。

0比2不敌北控
湘涛仍未脱离降级区

湖南日报武汉8月2日电 （记者
蔡矜宜） 在今晚进行的2015东亚杯
首轮男足比赛中， 国足0比2不敌以
青年军出战的韩国队， 至此， 中国
男女足本届赛事首轮均倒在“韩
流” 之下。

在过去两届东亚杯赛中， 国足
以1胜1平保持对韩国队的不败，但
不得不说， 参加历届东亚杯的韩国
队都缺少多名海外球员助力。 本届
赛事，韩国队不仅没有征调具滋哲、
朴柱昊、 孙兴民、 李青龙等欧旅球
员， 就连效力于西亚球队的几名球
员也都未能到队， 平均年龄只有24
岁，7名球员没有国家队比赛经验。

即便如此， 基本以亚洲杯阵容
出战的中国队比赛开始后仍落于下
风， 防线漏洞百出、 中前场配合失
误频频……无论从比赛过程还是结
果来看， 都让到场的4万多球迷感

到失望， 同时也让人为即将出征世
预赛的佩家军捏一把汗。

本场比赛， 由于后防线的伤病
太多， 佩兰选择将本来打后腰的队
长郑智回撤打中后卫， 但这样的调
整于事无补。临近上半时结束前，韩
国队一次传中，郑智未能断下球，金
成大轻松将球推进王大雷把守的大
门，韩国队1比0进入半场休息。下半
场开始12分钟， 韩国队李宗浩利用
中国队的后防空虚再入一球， 此后
中国队虽大举反击， 但门前把握机
会的能力仍然不佳， 在观众一声声
的叹息中，国足0比2输球。

赛后发布会上佩兰表示，“虽然
首战输了， 但我们借东亚杯备战世
预赛的目标不会变。接下来，我们还
会对阵容进行调整。” 根据赛程，国
足将于8月5日晚迎战次轮对手朝鲜
队，后者首轮2比1击败了日本队。

东亚杯0比2不敌韩国青年军

国足首秀太疲软

8月2日， 在俄罗斯喀山市举行的第16届游泳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
孙杨以3分42秒58的成绩获得冠军。 图为孙杨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