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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欧阳金雨

北京 、苏州 、无锡 、南京 、杭州 、深圳 、成
都……近一两年时间里，全国多地学校塑胶
跑道损害学生身体健康的问题陆续爆发。随
着6月2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曝光，“毒跑
道”的黑色链条被揭开：废轮胎、废电缆等废
旧有害橡胶， 竟然是生产塑胶的主要原料。
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是：面对各地的追
问，一次次的“毒跑道”检测结果竟然符合国
家标准。

标准决定质量， 本是无需多言的市场准
则。如今，符合国标的塑胶跑道却被证实未必
安全，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国标”还有多少
值得信赖？

本来应该是增强学生体质的场地，却成为
损害孩子健康的 “武器”。“毒操场”、“毒跑道”
之所以骤然成为全国性公共安全事件，其背后
是相应行业标准、产品标准严重缺失、严重滞
后，相关环节监管形同虚设所致。目前，我国有
毒有害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存在若干空白，对
塑胶跑道的某些疑似毒性成分都没有规定。没
有规矩，没有约束的行业准入标准，直接引诱
着无良企业一再突破道德的底线。

近些年来， 中国学校体育蓬勃发展 ，政
府、学校、家长对孩子身体健康越发重视，对
操场、跑道的需求日益增加。市场蛋糕大了，
很多不具备资格的企业马上“杀进来”———聚
氨酯厂商里，国际田联认证的全国仅10多家，
中国田协审定的也是10多家， 但实际在做的
有数千家 ，去年就新增了近3000家 。问题在
快速暴露，公众的担忧在不断累积，但相应的
国家标准还在沉睡不醒， 以至于问题浮出水
面，相应的国家标准却不得不面临“检不了，
查不出”的尴尬。

标准不高、标准强制执行不严，是目前众
多领域引发公共安全问题的两大主因。 当年
在酿成大规模公共事件和全国性恐慌之后，
三聚氰胺才被列入乳制品检测范畴， 这使得
奶粉和乳制品监测标准至今难以赢回公众信
任。可以说，“问题食品”“毒跑道”屡禁不止，
拷问的不仅是企业良心、监管漏洞，更是国标
的有效性。

制定与公众预期相契合的行业、 产品强
制标准，是守护公共安全的第一道关口。目前
来看，湖南虽未卷入“毒跑道”事件，但未雨绸
缪提高地方质量标准，不失为预防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
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
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
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
生态环境建设好，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新时代，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水是生态之魂。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境内
河长5公里以上河流5341条， 总长度达9万公
里。其中，湘江干流全长950公里，流域年均水
资源量797亿立方米，占全省的47%；流域面积
8.54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国土面积的40.3%。
近年来， 湖南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立足历届省委、省政府打下的基础，大
力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省政府“一号重点工
程”，并以此为突破口促进“一湖四水”和山水
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保护与治理， 致力建设
青山永驻、绿水常流的生态环境，取得了积极
成效，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基础。

让湘江重焕美丽与活力
湘江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河。某种程度上，

湖南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湘江开发史。 千百年
来，湖南人民依江而息、因江而存、缘江而兴，
湘江流域也因此成为湖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核
心区域。目前，承载着我省60%左右的人口、
75%以上的生产总值；灌溉了1794.4千公顷流
域耕地，占全省的54.2%。可以说，奔腾不息的
湘江母亲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已
成为湖南的地理象征。

当然，湘江千百年的开发，在为湖南人民
输送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污染。
尤其是湘江流域矿产资源富集，全省4个成矿
区带有3个就在湘江流域。矿产的开采史最早
可上溯至宋代，有色金属的采掘和冶炼，则清
末至今就从未间断。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

“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沿线布局了大批
工业基地。同时，湘江流域人口比建国初增加
了2倍多， 湘江水电开发强度几近百分之百。
从湘江本身承受的能力而言， 这种大强度开
发并没有辅之以相应的保护， 使得湘江污染
日益加重，以致不堪重负。曾经美丽而充满活
力的湘江，变得脏了、累了，重现一江清水的
重任，已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湘江的保护与治理一直在路上。1979年，
颁布《湘江水系保护暂行条例》。上世纪80年
代初， 首先在湘江流域实施项目限期治理制
度和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90年代，积极争
取并利用首笔1亿美元的湘江治理贷款。进入
新世纪， 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两型
社会试验区以来， 湘江保护与治理被放到了
更加重要的位置。2013年，《湖南省湘江保护
条例》的颁布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湘江保护的
制度框架，以“一湖四水”为重点的污染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

打响湘江保护与治理的持久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水安全是涉及国家

长治久安的大事， 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
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重视解决好
水安全问题。

2013年8月，我们启动实施湘江保护与治
理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提出了不搞大开
发、共抓大保护、恢复大生态、提升大协作的
总体思路，制定了三个“三年行动计划”，让母
亲河休养生息、减轻负担，让一江清水更好地
造福湖南人民。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以

“堵源头”为主要任务，重点是堵住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和大型畜禽养殖企业污水排放，使
湘江水质恶化势头得到遏制。第二个“三年行
动计划”，坚持“治”、“调”并举，继续治理工业
废水和生活污水， 逐步实现沿江工业企业污
水循环利用、达到零排放，沿江城镇和自然村
的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加强农业面源治理，有
效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沿江逐步实现退耕还
林、还草；推进化工区整体搬迁和重化工企业
结构调整，逐步使产业结构由重变轻。第三个

“三年行动计划”， 主要是抓巩固提高， 围绕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净”，继续综合施策，确
保湘江干流和全流域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
大部分饮用水源断面达到Ⅱ类水质。

截至2015年，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已
初战告捷，达到了预期目标。一是干流污染源
基本堵住。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
养殖场全部退出， 近岸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得
到解决。淘汰涉重企业1182家，湘潭竹埠港完
成了整体关闭和搬迁， 郴州三十六湾的矿区
开发企业基本实现了整体退出， 株洲清水塘

关、停、迁企业已超过60%，衡阳水口山、娄底
锡矿山等重点区域整治成效明显。 县以上城
镇污水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实现全覆
盖，处理率分别达到93.3%、99.2%。二是水环
境质量不断改善。流域八市COD排放总量、氨
氮和废气废水排放量明显减少，镉、铅等平均
浓度逐年下降，2015年较2012年分别下降
54.6%、52.8%。干流18个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质的比例均保持在100%，支流24个省
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的比例为83.3%。
三是污染防治机制初步构建。生态补偿方面，
推动流域县市区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 突出了以水为重点的生态环境指标考
核。市场机制方面，推进阶梯水价、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绿色信贷、环境责任保险、政
府绿色采购、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改革。环境
监管方面，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
则， 推进网格化监管， 对所有排污单位实行
“有计划、全覆盖、规范化”的执法检查。法制
建设方面，颁布实施《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公众参与方面，大批志愿者参与湘江“绿色卫
士”行动，既起到了监督作用，又极大激起了
公众保护母亲河的意识。

三年的实践让我们体会到， 湘江的污染
不是一日造成的， 同样对她的保护与治理也
是一场持久战，不能寄希望于一日之力、一时
之功， 需要几代人、 几届政府坚持不懈的努
力。打好湘江保护与治理攻坚战和持久战，必
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底线思维，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以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和措施，一个一个
难题破解，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努力实现
一江清水的目标。

� 以湘江保护与治理凝聚全省
绿色发展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自觉
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我们要以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的实施，唤
起全社会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凝聚起绿色发展的共识和

力量。
首先， 要清醒认识湘江保护与治理的艰

巨性和复杂性。当前，湘江保护与治理仍然面
临“六难”。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难。流域产业
结构依然偏重，高能耗、重污染、高排放产业
仍然占主导地位。二是农业污染治理难。流域
自1956年开始施用农药， 目前流域每年施用
农药4万吨、化肥220万吨，经雨水冲洗带入径
流、汇入湘江。三是污水垃圾处理难。2015年
流域建制镇污水处理率仅33.5%，雨污混流排
水口就有991个。建制村基本处于自然排放状
态。四是水土流失防治难。中、轻度水土流失
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大。 自2006年实行耕地
占补平衡以来， 我省利用低丘缓坡地86.7万
亩， 造成林地减少。 大量基础设施工程的实
施，使流域范围内尤其是上游裸露山体增加。
五是防汛抗旱保安难。源头涵养能力减弱，现
有堤防整体防洪标准不高， 城市防洪排涝设
施比较薄弱；局部干旱问题突出。六是自然生
态恢复难。森林、湿地、鱼类等都受到不同程
度破坏。据2008年至2011年调查，湘江“四大
家鱼”产卵场由88公里江段萎缩至39公里，产
卵季推迟20至30天， 许多特色鱼类资源罕见
或灭绝。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统筹考虑
流域保护、航运通行、防汛排涝、生物资源与
污染治理，正确处理喝水、蓄水、用水、治水的
关系，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和“功成不
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境界，狠抓第二个

“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使湘江更好地为湖
南人民造福。

其次， 要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
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
树。”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 其保护与治理更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我们要以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建
设为突破口，把治水与治山、治林、治田、治湖
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尤其是洞庭湖水质与水
量都堪忧，出现了守着一湖水，却喝不上水、
用不了水的困境，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责任“任
重而道远”。“四水”要协同，“江湖”要联动，通
过对自然生态进行系统的保护、治理和修复，
倒逼全省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全社会环保意
识，不断增强生命共同体的协同和活力。

第三，要乘势发力、更加努力地推进省政
府“一号重点工程”。近年来，我们树立了“既
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拓展了“不搞大开发，共抓
大保护，恢复大生态，提升大协作”的思路，形
成了环保、水利、农业、国土、规划、水运、林
业、渔政、海事等部门“九龙治水”的合作局
面；坚持目标清晰、措施明确、先易后难、由点
到面、一季一会商、半年一检查、全年一考核
的工作方法；建立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市州
为主负责、人大政协共同推动、社会各界主动
参与的体制机制。今后，我们要认真总结工程
实施的经验，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运用到
“一湖四水”的保护与治理上，运用到整个生
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上。今后三年，要在巩固
成绩的基础上，重点打好工业治理“歼灭战”、
生活污染“攻坚战”、农业面源“阵地战”、支流
沟渠“持久战”，以久久为功的决心和信心，把
湘江保护和治理一仗接一仗、 一棒接一棒地
持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四， 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湖南发展不充
分、不全面、不持续的阶段性特征明显，不仅
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也体现在生态环境上。我
们要坚决落实“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
的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
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硬仗， 始终坚持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美好愿景， 有力回应
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新鲜空气、吃
上放心食品”的呼声和期盼。实践证明，湘江
保护与治理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既是一
项污染治理工程，也是一项转型升级工程，更
是一项民生工程。只要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
能更好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今后
的工作中， 要更加自觉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更加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
难，以生态文明建设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
民、施惠于民，让湖南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青
山绿水之中。

（作者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
省长）

让一江清水更好地造福湖南人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绿色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杜家毫

标准不“准”
跑道“中毒”

稻田作画好风光
6月22日，嘉禾县晋屏镇雷公井现代农业观光园，农耕文化图与绿油油的禾苗相映成趣。今年，该县加大农业示范园建设,以大

地景观为核心主体，利用彩色水稻原料，将当地民俗风情、农耕文化融入到稻田里，成为盛夏乡村休闲游的新亮点。
黄春涛 李璐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梁
茂林）记者今天从省防指获悉，我省利用当前晴好天
气，组织力量开展防洪风险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接连发生强降雨过程，部
分地方受灾严重，一些水利工程受损，后期防汛保安
形势愈加复杂、严峻。省防指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关于
防汛抗灾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国家防总的工作部
署，组织开展省、市、县3级防洪风险隐患全面排查工
作。本次排查采用县级自查、市级检查、省级督查的
方式，3级同时进行，6月27日前完成任务。 排查重点
为堤防以及穿堤涵闸、泵站、建筑物，水库、水电站、
尾矿坝以及在建水利工程，蓄滞洪区、进退洪设置、
安全避险工程，山洪灾害隐患点及监测预警设施，城
市防涝、应急抽排设施等。

省防指要求各地对排查出的隐患登记造册，
立即处置，同时落实可靠的应急措施。省防指派
出12个工作组从6月22日起分赴14个市州， 督查
各地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

排查防洪风险隐患
省防指派出12个工作组督查

（上接1版）
作为当今时代面临危险最多的一支队

伍，政法工作者的工作情况复杂、任务艰巨，
工作压力繁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思想更趋多元，政法干警受到的诱惑也
与日俱增。 想要政法队伍这把钢刀不腐朽，
必须突出抓好思想政治建设这块“磨刀石”。

2015年以来， 湖南把政治建警和思想
强警当作队伍建设的头等大事狠抓落实，省
委政法委出台了《湖南省党委政法委政治培
训工作制度》及实施细则，各级政法机关以
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为契机， 分别给政法干警上党课、
开展红色教育，筑牢政法队伍永远跟党走的
思想基础。 全省公安机关加大正规化建设
力度，按照忠诚、为民、实干、担当、廉洁等
“五个标准”，大力推进铸魂育警、素质强警、
人才兴警、作风砺警、暖心惠警等“五大工
程”建设，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

同时， 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培训班18
次，培训干警4033人次，法官职业责任感、
使命感稳步增强；省人民检察院由党组成员
带头讲党课，并举办“践行三严三实，重温井
冈山精神”革命传统教育交流会，推动检察
干警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省司法
厅实施司法行政系统干部培训五年规划，制
定实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队
伍素质得到增强。

选好“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
在不久前举办的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

部培训班上，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李微微指出，“无论是政法事业的
兴衰，还是党的事业的成败，政法领导干部
都负有关键责任，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发挥关键作用还要选好“关键少数”。
记者在省委政法委了解到，2013年以

来， 湖南共选拔市州政法班子“一把手”33
名，其中政法委书记3名、法院院长7名、检察
长6名、公安局长5名、司法局长3名。同时，目
前我省法院、检察、公安、司法的38名领导班
子副职中，有21名从下级“一把手”中产生，
畅通了晋升渠道， 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同时， 全省政法部门大力推动干部交流轮
岗，仅2014年省直政法部门共交流轮岗151
人， 领导班子成员14人， 内设机构正副职
137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同时，通过在赛马中相马，一批优秀年
轻干部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增加了政法队伍
的新鲜血液，为政法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
的人才保障。

“今年，厅机关面向全省司法行政系统
公开遴选了4名优秀年轻干部。目前，全系统
已有70后处级干部 84人，80后处级干部3
人。”在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
外，省检察院通过持续调整、合理配备和竞
争选拔，干部队伍结构得到有效改善，处长
年龄比2013年平均下降2岁。 省公安厅、省
法院的干部年龄结构也趋向年轻。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打铁还需自身硬”，政法干警肩负着民

众的期盼，唯有练好内功，不断加强自身业
务素质，才能更好地完成肩上重责，不辱使
命。

针对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2015年，湖
南各级政法机关多措并举，增强干警办案能
力。 湘西自治州选派干警走出去参加培训，
并要求干警在外学、回来教，达到“一人学
习，全员受益”的效果。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审判实际需要举办了10期培训班，全
年培训法官和人民陪审员2558人次。 检察
系统主动拓宽检察人才挂职锻炼渠道，推行
上下交流挂职， 省市县三级检察院相互挂
职，互派年轻干部换岗学习，熟悉规范流程，
提高全面工作能力。

此外，还通过建立制度来促进办案能力
的提升。在株洲市政法战线，公安局建立基
层单位与民警执法档案，将执法档案作为对
单位表扬奖励和民警晋职晋级、 调整交流、
立功受奖的重要依据；检察机关建立了优案
奖励机制和错案惩处机制，对优秀案件予以
记功嘉奖，对错案、瑕疵案件主要承办人，取
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法院系统组织开展
办案能手评选活动，激发法官尊荣感和创先
争优的意识。

与此同时，全省政法机关抓住长期制
约政法队伍建设难题， 积极摸索新思路、
新办法，不断改革创新。以完善司法责任
制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及
公安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扎实推进，
司法公开、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改革措施普

遍实行，执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建设水
平稳步提升，极大地增强了干警的责任感
和积极性。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廉如清风常拂面，贪似毒药蚀灵魂，多

植荷花塘自清，勤反腐败政自明……”在邵
阳市公安局， 诸如此类的警言警句随处可
见，营造出廉洁从政的深厚氛围。此外，该市
政法部门还对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纪律作风
问题“小题大做”，每周通报，让“不拘小节”
者“脸红出汗”，促使政法干警养成事事守规
矩的习惯。

作为与群众接触最广泛的群体，政法干
警的纪律作风建设直接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关乎整个政法事业的兴衰。

省委政法委和全省政法系统坚持从严
治警，把政法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放到重要
位置来抓，按照“作风过硬”的要求，致力打
造政法铁军。在今年全省政法系统领导干部
培训班上， 省委政法委特别请来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傅奎，围绕《严明党的纪律和规
矩》，上了一堂生动的党风廉政建设教育课。
省公安厅实施“五标准五工程”战略、省检察
院提出“廉政建设要有更高标准”、省高院坚
持“三个从严管理”、省司法厅“五个重用”的
选人用人导向等等，都有力推动了作风改进
和队伍形象的提升。

同时，以零容忍的态度查办“金钱案、关
系案、人情案”，2015年全省查处“三案”等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案件329件，处理违纪违
法人员451人。

锻造政法尖兵 护航法治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