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陈阳

2016年12月2日 星期五06 观 点

!"#$%&'()*+,-./01
/23456789:;<4-.=>?<
@9ABCD#EFGHIBCDJKLM
NOP$%&'()AQRSTUVQWX
Y#Z[\]^A_`abGcde*f(
ghij<#kl%m:&n[Aopqr
stu#$vwxyzT

!"#$%!&'()*+,-./,
0!1234.560"{|}~#Z[&'
()H�k���1�# -./0���
�#l�t������D� ��v|N�
��MJBCDY#��-.Q�Y�#��
�&'fZ[�A���Q��JZ[()
 �v¡¢£¢A;¤*f�<#�¥�[
¦<4§¨<G¨©ª«<A¬xT Z[
~®MN§¨[#¯�°&'#e�°±
²³´4µ�¶g·d¸¹#º>»¼#£6
´½4¾·¸¹4�¿ÀÁ4¸¹ÂÃÄÅÆ
ÇYÈÉ#§¨<AÊ¤~��#�~
ËÌZ[()AÍÎ¨©# UÏ¨ÐÑ4Ñ
Ò1Ó4ÔÕÖ×4ØÙÚqÛ¬Ü¨©e

ÄÝÞÒßT àáâ#Z[A()ãäåæ
çè�éêë4éìBAí�îì�ïðñT
f�Nðñ#UòZ[óôPõö¨©¿÷
Û;¤#�øJùúûöüýêëìB@9
þg=>#()ÿ!�äåí"#$ïT%&#
'AêëìB>0Q4 ?(9:/0)#'
A&'-/*)4()+,*-T K}"w
.0#/0&n[&'1,2345Z["
w#��&'67-/48I945��Z
[#:;<�= ! >(&?#�B?å=(
))@A#B$CóøDEFGHT

7"81%!&'()*+,9:;.
0!123<.=>0"��IJ#f�KQ
LMN #íOPQO4�PQ�ïARSÁ
qùTU�#íVW$WQmWï XÙY)
Z4[\Zá]^_\A`8øaé�T b
4%Z[c#ÍÙZ[8dBCDAzef

0ø$#vA()/0gh)Mi#vAû
ôjk -/-.ALlGm>#vA()
no�p# vAûôqvrWAs`no#
vA&'56ã&äåL��<Ot#vA
u+f��<vwxT/ðñ#vA()=
>ã&ûöìBy=GBz{�()#vA
ó+,|}<~�Aí,jïOPT bop
c#wQ��{���:(#����D¤
rW#¬�J�����>#Z[v "## ú
m��#��4��4��4��4��Û $ m
�����=Z[��1{�AM�#BM
Õ��AQÎ�4 WÎ���{DóèO
�T� ��|}Q¡#f�K&'¢P #
Ývý£¤¥#Û¦§Ò¨©Gíª«�ï�
d#¬®¯M°#±²f,T)��ü�
ìB#9:{³´µ4ìB¶�}Ã#@9·
¸¹º>T Z[eJUV#ø»Z[¼�\

½�×#UKw¾¿ÀT $CÁvÂÃop
A[¦¬x4()�Ä4{�;¤G¿÷Å
Æ#ÇÈÉÊËZ[íÉÌø$ïA¬ÍG�
Î;¤#� 4Ïº>¬ÊÐQÐO#<�
ÑÒ<Ó()T

7"81%!&'(?@)ABCD,
0!13E.FG0"BCDYAZ[()#
øJc'�fÔÕ)# �Jc'A�Ä<4
m>Q4LlÃ4"XWTvÔ)AøM®D
MÖIÔ# ùøM®D×MNØÙ�AÙT
ÂÃ!"ÉÚÛ.Ü#J$CA_`abG
È·�ÝÞAqvßàT ÂÃ!"#*J�
v()Aáâ®>#ÿã8ÈGäåBCD
æ~AÍ�çá# ]èéêë&'Y§4&
'?(ìíá]Íîïðñò� ��Û
æ~Aóô#õö÷Ì�øùú4¸¹û+
¤ü#�=ý§¼þÿÇ!"#�T ÚÛ.

Ü#*J�ÈZ[A()®$4êëìB4{
�()4%Ûs`4±²³´Ûv&'A´
(Gd<A§=#¯ví)$Ê'ïA*!#
eví+:øÿf$ïA,-#MwMN./
l.Ü()0®1<�ÄT K}á~#$C
ÞÞ2345Z[456êëÂ7# f²
84²¨9A1OI�Y#@:ÚÛ4;9§
=#<>=ä£64¾·4ÀÁ4>?4@¿¸
¹4ABCDÛEQêë#á]4%§¨F
àÖ%È� G4%-,�G|Q%m:
Hxêë#¯Il45JMAZ[456ê
ëHx# �A*J�K¤¸¹¡¢Aêë4
L§£¢AêëGMd£¢Aêë#48N
OP(¡¢£¢AQ>4ÏR£6AQ>á
]SÏTUAQ>#b�äMwVW$CA
()�Ä4�E$CA()Q>4ÐO$C
A();¤T

BCDJMXíYzï#Zf[[T$Ch
y\]4Ú�L=#$C^®�_4`a"§#
$Cb,c!4d°<ST�M®¬Jop·
�ef()4Ó()AWO£#�M®¬J
op¾Ògh�4qijWAWO£T #HI
JKLMNOPQRST$

!"#$%&'()*+

%UVWX&

!"#

!"! !"#$%&'()*+",-./
012345+%6789:;<=61=>
?@A:;<=6BCD);<=2.();
<=&'(EF:G2H1IJKLM1;<
=NOP.QRSTUVWXYZ: [\]
]^^̂"#!$ ;<YZ_`[ %&'& Kab
/c;<[2defghijkl mnop
q7rsg2t77uvwxyz

!"#$
%&'(!#$")*+ !"#"

{y|u: }~�����xya:
"#!$ 5+��;<VYZl_`[ %&'& b
/{y�k����z�� %&'& b���
�������:�� ! ������ ( �:
��� (### �z �y�m�y ¡1&'1
¢£¤Q: ¥¦§¨5+�©ª`[«_:
�¬®¯°±1²³�´ªµkr�z

¶·¸¹º»1p³ )* ¼½¾YZ¿

;<U�À: `[Á¿ÂÃÄ�ªÅÆÇ
ÈÉÊËªÌÍÎÏÐÑÒÓÔz ÕÖ×
[Ø:PÙÚÛ�ÜÝÞß:àáÚâ:ãä
åÌ:«æçè:éêëì�íîïðñ�ò
óôã:¨äõöR÷:ø * ¼NÖê«
ùúz ;<VYZl_`[ "##" ûÉ "##$
ûüý�þV5+�_2»«l:¿spp
³ÿÆù!õ"»«z ;<=#¿2.D
É$%D&'Usp()�*`[Ô»+
ÿ=,�z

V��{yb/U %&'&:-.R«M
|5/ 0�Ö:125+34:ä56U
789:;É<=U>M?@:ABC5U
DEF1GHF1@I;ÉJK@z l;<=
6L61BMDDnN pOPz

!,"-..
/01*,#20&34
QRS:VYZl_`[TUVWXY;

<=Z[\]^:_`|��)a`[².
b1`[TU².c:¿defg[2ch
£ijkãUlm:nJopq[2deU
rstEz

V[\]]elm fghiut
E^^̂;<[2defghivwxyl:
¿$2y45+%6715+",,./0
zQG2{1|<}~1¤ + ~1��)/è
����:mK%��K®��Ufghi
vwxy:�m����¶·¸¹º»ÿ;
<VYZl_`[:V���`[:� ! ��
�l: �h£�U;<[2deS��i�
���:�|i.tEz

;<`[V�®l:�m�5m;<2.
�d���ò�QR:�;�¦VYZ_`
[l«_��;:� ¾¡0¢£:¤;<A
VYZ_`[l þ@U��»��¥z®¦
P§¨Kp:©ª2«i¬ij:�yÿµ
¾¡�d��Ô®U¯��°±¤Qz

Kp²)K³12y45+%67²´
µ@6¶·¸³¹:`[¿;<=U�Ö»
.: 2y4%67º»������QR:
��¼�d��U�ÖÉ®¯�½�¾:�
��h�½;<U`[:A�qxyST�
�¿Uh£ÀÁ:h;Âú¢£:Ã��h
iÄ�h£Å;+Æz !!"#" #$%&'#

/01*+#20&34

!"#$%&'()*+,
!!!"#$%&'()*+,+ -./01 2345" !"#"

$% 6 $ 789:;<=>?@A':
BCDE 25"F GH:IJ 2:1"3
KLLMNN%&$' OP 245" !"#"
QR/0S"#$%&'()TU*+
,+VWX*Y Z[ \

$% 6 $ 789:;<=>?@A':%&$' ]^_`OPa 2345" !"#" /
0b+cWdefgY Z[ \

王捷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 《湖南省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 》(简称《方案 》)。这意味着 ，今后一旦发生
生态环境损害事件， 相关责任者将被追究赔
偿责任。

《方案》的出台，体现了我省在政策导向
上，坚持了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是发展
理念的更新，是建设生态强省的必然之举。

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不考虑环
境的承载力，过度开发，过度消耗资源，对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发展再快都将不可持
续，也十分有害。生态环境破坏容易修复难，
忽视环境保护，忘记绿色发展，就会对经济发

展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一些雾霾重灾区被迫
限行或关停企业，教训十分深刻。说明，进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当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不只是一
种“罚则”，更在于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若想不落入《方案》设
置的“禁区”，免遭被追究赔偿责任，就要切实
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努力转变发展方式，毫不
犹豫地拒绝或抛弃高能耗、高消费发展方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际上就是促进
绿色发展的“紧箍咒”。从发展的角度来说，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实质也是一种倒逼机
制。省政府印发《方案》，不仅表明了保护生态

环境的决心，也警示各级干部 ，保护生态环境
要动真格了。 污染企业该关停的不能含糊，企
业排污不达标，绝不能坐视不管。否则，念起这
道 “紧箍咒 ”，哪怕你是 “孙大圣 ”也逃不掉处
罚。

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也是对各级
各部门执政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既要发展经
济，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发展难度加大。保护生
态环境与发展经济并不是天然对立，可以两者
兼得，但必须要坚持改革创新 ，用改革消除阻
力，用创新生成动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常念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这道 “紧箍咒 ”，因地制宜 ，因
时施策，切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狠抓
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着力提升产业的绿色化
发展水平。

段林毅

一切工作的谋划 、推进和落实 ，时刻
要心中有民 ，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 ，构建
更加幸福的民生 ，才能实现 “给留守儿童
美好的明天， 给孤寡老人幸福的晚年，让
全省父老乡亲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的美好愿景。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描绘了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美丽画卷， 抓好会议精神
贯彻落实，既是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也是三湘儿女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
现，只有创新和实干，才能凝聚社会智慧，
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要坚持心中有民。 杜家毫书记代表省
委所作的报告，通篇饱含爱民情怀，一切工
作的谋划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 最终落脚
在民本民生，“让全省人民生活更舒心，工
作更称心，办事更顺心，全社会更有爱心”，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观”的有力体现。民政宗旨就是为民，充
分发挥在基本民生保障中的兜底作用和在
社会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其本质就是要求
我们坚持人本化发展方向， 一切工作的谋
划、推进和落实，时刻要心中有民，实现群
众利益最大化，构建更加幸福的民生，才能
实现“给留守儿童美好的明天，给孤寡老人
幸福的晚年， 让全省父老乡亲生活得更有

质量更有尊严”的美好愿景。
要坚持干在实处。蓝图已经绘就，关键

在于实干。实干首先要谋划好，我们既要立
足民政看民政，更要跳出民政看民政，立足
全省发展中心看民政，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中找准定位，在建设“五个强省”
中明确工作重点，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把握工作要求。要利用好“一带
一部”区位优势，科学谋划民政事业，加快
人本化、法治化 、标准化 、信息化 、社会化
“五化民政”建设。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三个着力”的要求，把民政各项工作细
化、实化，建立清单，系统推进，发扬民政干
部“孺子牛”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增
加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坚持创新引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是全省发展战略，“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人
人享有”就是民政事业创新和开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民政职能不断拓展， 服务范围不断扩大，精
准扶贫、养老服务、留守儿童关爱等任务迫
在眉睫，社会组织、社区等社会治理创新细
胞活力在不断彰显，实现与全省“四大体系”
和“五大基地”建设同步，民政工作思维和理
念需要不断创新。民政事业是共建共享的事
业，对社会开放是大势所趋，必须打破政府
“大包大揽”格局，推进制度创新，大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动一切要素来强化精
准管理，增强管理服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第八次
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
分）纪要》明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通过 “末位淘汰 ”或 “竞争上岗 ”等形式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 ，唯一能和 “末
位淘汰”靠得上的，就是“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但是，此条款并不允许直
接辞退 。由此不难看到 ，“末位淘汰 ”是法
律不允许的 ，这一次最高法的强调 ，实际
上在重申法律常识：用人单位不是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依法办事。

画/朱慧卿 文/毛建国

新闻漫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是促进绿色发展的“紧箍咒”

最高法:
“末位淘汰”解除
劳动合同属违法

苑广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1届常会日前通过审
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这是个好消息，很有意义。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我国黄河流域，
以观察该区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
时序变化为基准， 作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
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逐
渐得到扩散和传播，最终为多民族所使用、
共享。 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
“二十四节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准则， 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
载体。很显然，这正是它能够成功申遗的最
根本原因。

今天，“二十四节气” 的影响已经不限

于农事耕作，而是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
生活 ，赋予了文化的内涵 。比如很多地方
的百姓会按照“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来准
备自己的生活物资； 比如清明吃青团、立
秋吃西瓜的风俗依旧流行。尤其是每年到
了冬至时节，到底是应该吃饺子还是吃汤
圆，南北方的网友几乎每年都要“论战”一
次 ，彼此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 。在这样的
“论战”当中 ，继承 、传播和弘扬了传统文
化，增加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从而在现
代社会延续“二十四节气”的影响力。

“二十四节气 ”既是古人智慧的一种
结晶 ，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规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这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重视自然规律
和生态保护，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
而合。所以说 ，“二十四节气 ”申遗成功具
有极强的现实价值和文化意义。

以实干和创新落实党代会精神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是个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