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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曹娴）记者
今天从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协调联络
组了解到，截至6月2日，我省共收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4582件， 已办结
4510件，未办结72件，办结率为98.4%。其
中，邵阳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3个市州已全部办结， 其他市州的信访
件办结也已接近尾声。

具体办结情况为：长沙市收到1502件，
办结1496件； 株洲市收到254件， 办结253
件；湘潭市收到317件，办结306件；益阳市
收到156件，办结149件；岳阳市收到351件，
办结345件；衡阳市收到513件，办结505件；
邵阳市收到222件，办结222件；永州市收到
182件，办结180件；常德市收到242件，办结

239件；张家界市收到71件，办结69件；郴州
市收到296件，办结289件；怀化市收到128
件，办结128件；娄底市收到245件，办结244
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收到51件，办结
51件；省直单位收到54件，办结36件。

按照边督边改要求， 我省严查严处群
众举报案件，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6月
2日，我省责令整改企业4010家，立案处罚
1183起，罚款金额6104.87万元，立案侦查
131起，行政拘留114人、刑事拘留58人，约
谈1360人，问责1313人。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的
群众信访举报件已结案件一览表 （第十一
批）》详见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网站、湖
南省政府网站、湖南省环保厅网站）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通讯员 袁宏卫

25090人、38620人、49932人……6月
3日，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智慧旅游指挥调
度中心的大屏幕上，实时数据不断跳跃变
化，精准记录下了当天进入全市各大景区
的游客数量。

“武陵源核心景区饱和度29.77%，天
门山景区饱和度50.01%……”工作人员介
绍，一旦饱和度超过80%，数据平台就会发
出红色预警，景区马上启动限流、分流，避
免游客扎堆。

这是张家界旅游统计大数据合作平
台的一个生动应用。历时6载寒暑，张家界
市建立起旅游统计大数据合作平台，形成
旅游统计标准的“张家界范本”，填补了中
国《旅游业分类》《旅游经济核算》国家标准
空白，破解了旅游统计的世界性难题，成功
斩获湖南首届创新奖之管理创新奖。

追溯这个“高大上”的大数据合作平台
的由来，皆由问题倒逼而来：张家界以旅游
立市，然而，长期以来，旅游对GDP的贡献
率、旅游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究竟几
何？“零团费”“负团费” 大环境下旅游业税
收如何征管？说不清、算不明。

2011年，张家界市地税局局长李亚刚
和张家界市旅游统计研究院院长胡政洲
受命牵头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

课题组到处学习考察， 没有现成的经
验可借鉴。 国际旅游组织的官员告诉他们：
如何描述旅游经济，如何测量旅游的综合贡
献，如何让这些数据具有持续性、纵横向可

比性，是旅游统计的世界性难题。
没有经验，就创造经验；没有

标准，就创建标准。张家界以改革
破题，先人一步，成立国内首家旅
游统计研究院，联合省级旅游、财
政、税务、质监、统计部门和国家

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开展攻关， 最终制定
出《旅游业分类》《旅游经济核算》《旅游企
业游客满意度划分与评定标准》三大标准，
全面分级核算了湖南省和张家界市旅游经
济综合贡献、 旅游税收综合贡献和旅游就
业综合贡献等。

“这三大标准，解决了旅游经济核算、
全域旅游验收监测、旅游业税收征管监测、
旅游满意度测评和旅游扶贫监测五大问
题。第一次用强大的模型、精准的数据全面
厘清了旅游的地位、作用。”胡政洲说。

其中，《旅游业分类》 标准将旅游业划
分为旅游特征行业、旅游相关行业、旅游非
特定行业、自由裁量旅游业，涵盖了为游客
提供产品的所有行业， 填补了国际旅游业
分类的细分类空白。目前，这一标准已上升
为湖南标准，并获得国家标准制定立项。

标准的设立， 直接促进了旅游税收征
管。李亚刚告诉记者，2013年，张家界试点
应用该标准，当年实现旅游税收增收5000
万元，提高财政收入1.38%。

张家界的探索得到国家旅游局的高度
肯定。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指出，张家界
旅游统计科研成果值得向全国推广。眼下，
张家界旅游统计标准已在海南、安徽等10
多个省市推广、应用。

“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当张
家界旅游统计标准逐步向全国推广， 各地
海量的旅游数据汇集而来， 张家界市的决
策者敏锐地意识到，大统计带来大数据，大
数据催生大产业，一个重大机遇来临了！

荩荩（下转3版）

� � � �填补国际旅游业分类的细分类空白， 研究制定国家
标准，打造全国旅游城市大数据合作平台，张家界———

破解旅游统计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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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施工高峰期。习近平
总书记在这一轮改革启动之初就提出“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已成
为改革工作的金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34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 督察是抓落
实的重要手段。 从初期强调要配备专门督察
力量， 到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改
革督察落实工作，到明确提出“三督三察”，到
进一步要求提高督察工作的广度深度， 全面
深化改革每推进一步， 党中央对抓督察促落
实的要求就更进一步。

2015年以来，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多次作
出具体工作部署， 对督察落实进行推动、规
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健全督察机制，
落实责任制，把督察工作摆到更重要的位置。

如今，改革督察工作从定计划到建机制、
从抓重点到促全面、从中央推动到落实“最后
一公里”，精准用力，步步为营，将全面深化改
革向纵深推进。

“改革推进到哪里 、督察就
跟进到哪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重以督察
推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

2014年9月29日，北京，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召开第5次会议。
“要调配充实专门督察力量，开展对重大

改革方案落实情况的督察， 做到改革推进到
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改
革方案的制定和落实工作，严把改革督察关。

三年多来， 督察工作和全面深化改革各
项工作紧密协同， 始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常抓不懈、 不断深化细化的关键
一环。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21次会议，专
题研究改革落实和督察工作， 明确提出要抓
督察落实，强化督察职能，健全督察机制，抓
紧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督察工作格局。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26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各地区各部门开展改革督察
情况的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督察工作的
方法论，明确提出了“三督三察”，即既要督任
务、督进度、督成效，也要察认识、察责任、察
作风。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专
门听取各级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落实情况的
汇报，强调“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抓改革的方
案制定、部署实施、政策配套、督察落实。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再
一次精准阐述督察工作的方法论， 注重督察
工作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如何盯住责任

主体，提高督察实效。
记者梳理中央深改领导小组过去35次会

议的公开报道发现，“落实” 一词共出现219
次，“督察”一词共出现69次。出现频次如此之
高， 表明督察落实在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工作大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34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对如何通过督察工作“督”出改革实效
进行了清晰的阐述：

———既要抓重点改革任务， 也要抓面上
改革工作， 特别是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
中央改革部署的情况。要善于抓正面典型，及
时发现总结基层创新举措和鲜活经验， 以点
带面，推动改革落地。

———要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
提高督察实效。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有的
问题要一竿子插到底。 对重大改革、 复杂问
题，必要时要“回头看”。对督察发现的问题，
要认真研究梳理，列出问题和责任清单，明确
时限要求， 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整改什么问
题，是谁的问题就由谁来负责整改，同时举一
反三、由点及面，推动更大范围内整改。

———要盯责任主体，抓“关键少数”，落实
不力、整改不到位的就追究责任。牵头部门和
地方是抓改革的责任主体，要加强改革自查，
定期跟踪并报告改革落实情况。

荩荩（下转2版①）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
� �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工作纪实

� � � �今天是第46个世界环境日。 伴随45年前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那一声“只有一个地球”的
呐喊，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日益觉醒，为了这
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日渐成
为普遍的共识和行动。

这次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战略思想的集中概括和生
动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认识高度、推进力度、实践深度前所未有，将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
绿色发展提升到“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始
终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 推进环保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展
现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光明前景。 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就
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历史
和现实一次次证明，“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
山” 水乳交融， 发展争先与生态优先相辅相
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拥有它，人民生活改善就多
了增长点，建设美丽家园就有了发力点，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有了支撑点。

山水是湖南最靓的名片，生态是湖南最大
的资源。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战略思想， 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立足历届省委、省政府打
下的坚实基础，以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
重点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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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积极
成效。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我省正处于
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 环境承载能
力与产业发展矛盾比较突出， 污染治理和生
态修复任务艰巨繁重。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
确提出，要发挥湖南山清水秀的生态优势，加
快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强省。 实现这一
目标任重而道远，必须保持定力、精准发力、
久久为功。我们要始终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秉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若毁绿水青山宁弃
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
须有我”的境界，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

环境的发展模式， 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
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决不吃“祖宗
饭”、断“子孙路”。我们要以两型社会建设为
平台， 全面推进长株潭试验区第三阶段改革
建设，大力推广清洁低碳技术，创新生态绿心
昭山及周边地区、岳麓山保护发展模式，实施
生态绿心地区复绿补绿行动， 在全省全面建
设两型社会，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我们要以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为抓手， 推进湘
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向纵深发展，
向“一湖四水”延伸，向大气、土壤治理和农村
环境保护拓展，实现“四水”协同、“江湖”联
动、区域联控，筑牢“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屏
障。 我们要以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支
撑， 加快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
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
激励并重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政府企业公
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 加快构建生态功能
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
上线，引导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节约、
绿色、文明、健康方向转变。

荩荩（下转2版②）

让三湘人民共享绿色福利
———纪念第46个世界环境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许达哲

（2017年6月5日）

我省办结4510件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

办结率98.4%，其中邵阳、怀化、自治州已全部办结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
今天，省统计局在官网发布数据：前四个月
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836.6亿
元，同比增长16.0%，增速排名全国第8位。

数据显示，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所有
行业类别中， 仅研究和试验发展业收入同
比下降0.8%，其他均实现增长，其中，仓储
业、水利管理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装

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是增幅最大的四个行
业，1至4月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3.8%、
56.1%、51.4%、50.0%。

重点领域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普遍运
行良好，前四个月，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
务业、 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营业
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一成以上， 高技术服
务业营收增速也达到8.0%。

1至4月同比增长16%

湖南规模服务业营收增速全国第八
仓储、水利管理、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装卸搬运和

运输代理四大行业营收增长最快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4月全省国
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1.85亿元，
同比增长71.1%。

利润总额的大幅增长主要受益于长
沙市、邵阳市、郴州市和怀化市国有控股工
业企业利润倍增拉动，前四个月，这4市国
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3.4

倍、2.9倍、2倍、1倍。常德市是全省国有控股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最高的地区，1至4月累计
实现利润35.1亿元，同比增长16.1%。

其他市州情况仍有待改善，其中，株洲
市、岳阳市、永州市、张家界市、自治州国有
控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有不同
程度下降，湘潭市、衡阳市、益阳市、娄底市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则同期亏损。

湖南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前四月利润增长逾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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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工程建设述评

关于湖南省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公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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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长沙县松雅湖湿地公园是全省最大的生态湿地，是集防洪调蓄、城市安全饮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布局、提升城市生活品位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图为近日蓝天白云掩映下的松雅湖
湿地公园，游人如织。 肖毅 摄

松雅湖上白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