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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15版）
【解说词】
在后台的核心地带， 没有部门界

限，所有数据共享，所有审批并联进行。
【同期】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 鞠建林
这样一个改革的背后，是一个巨大

的化学反应。背后的故事一定是政府自
身改革。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老百姓、
以企业办事便利为目标。

【解说词】
现在，进入这个大厅的所有业务，都

能够实现“最多跑一次”。在这里积累的
改革经验，已经开始向全省复制推行。

在依法准确办事的基础上提高效
率， 用群众获得感丈量政府改革成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一个科学高
效、权力运行规范、责任主体明确的法
治政府正在形成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让
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进入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将保证一个发展中大国的长
治久兴。

时序更替，梦想前行。
今天，我们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刻

都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国道路也仍然处
于成长、成熟和改革的过程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
巨大的政治勇气， 沿着民主法治的道
路，坚定地进行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党的领导下，一幅用民主与法治
勾勒的治理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
世人面前，引领我们坚定不移地驶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

（原载7月20日《人民日报》9版）

环法中国挑战赛
首站落户望城
冠军选手“直通”法国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蔡矜宜）记
者今天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17“雅居
乐”环法中国挑战赛·长沙望城站比赛将于
9月10日举行，全程赛男、女冠军选手将获
得2018年法国环法挑战赛的参赛资格。

今年环法挑战赛首次登陆中国， 长沙
望城站作为大赛首站， 将于9月10日7时在
望城区行政中心广场鸣枪。比赛设131公里
全程赛、83公里半程赛和50公里短程赛，线
路以“湘江古镇群”为主线，沿途经过望城
区政府、黑麋峰、靖港古镇等特色景点。

长沙市体育局党委书记李文格介绍，
赛事各个方面都将按照环法挑战赛的国际
标准执行， 为骑行爱好者提供长距离的全
封闭赛道，营造真正的环法自行车赛氛围。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 长沙市人
民政府主办，长沙市体育局、望城区人民政
府承办。目前赛事报名已启动，骑手可登录
环法中国挑战赛官网报名，限额5000人。

�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王亮 通
讯员 谭婷）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到，
9月1日至3日，2017年中国山地户外健身
休闲大会将来到“美人窝”益阳桃江，上演
一场户外狂欢。

本次中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桃江
站设微马联赛、 自行车联赛、 资江徒步毅
行、 攀岩联赛和定向越野等5个竞技项目，
期间还会穿插音乐晚会、趣味嘉年华、望母
洲露营大会等全民参与的互动体验项目。

与以往不同，本次大会由单纯的爬坡
赛、 登山赛的竞技性转变为强调全民参
与、特色结合的互动性，其中自行车联赛
在素有“小南岳”美誉的浮邱山举行，资江
徒步毅行围绕“益阳母亲河”资江开展，赛
事不设门槛。 本次桃江站还将围绕“美人
窝”概念开展摄影大赛、美人征集等活动。
具体信息及活动报名可关注“中国山地户
外健身休闲大会”微信公众号。

�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 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国家早在1988
年就批准设立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长期以来，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
问题十分突出。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整改，在中央有关部
门督促下，甘肃省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
情况没有明显改善。2017年2月12日至3
月3日，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
中央督查组就此开展专项督查。近日，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督查情况汇
报， 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
态环境破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
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通过调查核实，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主
要有：

一是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
重。保护区设置的144宗探矿权、采矿权
中，有14宗是在2014年10月国务院明确
保护区划界后违法违规审批延续的，涉
及保护区核心区3宗、缓冲区4宗。长期以
来大规模的探矿、采矿活动，造成保护区
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

二是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
行。当地在祁连山区域黑河、石羊河、疏勒
河等流域高强度开发水电项目，共建有水
电站150余座，其中42座位于保护区内，存
在违规审批、未批先建、手续不全等问题。
由于在设计、建设、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
虑不足，导致下游河段出现减水甚至断流
现象，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三是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
部分企业环保投入严重不足， 污染治理
设施缺乏，偷排偷放现象屡禁不止。巨龙
铁合金公司毗邻保护区， 大气污染物排
放长期无法稳定达标， 当地环保部门多
次对其执法，但均未得到执行。石庙二级
水电站将废机油、 污泥等污染物倾倒河
道，造成河道水环境污染。

四是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
2015年9月，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林业局
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对甘肃省林业
厅、张掖市政府进行公开约谈。甘肃省没
有引起足够重视，约谈整治方案瞒报、漏
报31个探采矿项目， 生态修复和整治工
作进展缓慢， 截至2016年底仍有72处生
产设施未按要求清理到位。

上述问题的产生， 虽然有体制、机

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上还是甘
肃省及有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 不作
为、不担当、不碰硬，对党中央决策部署
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一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
彻底。 甘肃省委和省政府没有站在政治
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的极端重要性， 在工作中没有做到
真抓真管、一抓到底。2016年5月，甘肃省
曾经组织对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情
况开展督查， 但未查处典型违法违规项
目，形成督查报告后就不了了之。甘肃有
关省直部门和市县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省安
全监管局在省政府明确将位于保护区的
马营沟煤矿下泉沟矿井列入关闭退出名
单的情况下， 仍然批复核定生产能力并
同意复工。 张掖市委认为祁连山生态环
境保护整改落实工作不属于市委常委会
研究的重大问题， 市委常委会没有进行
专题研究部署， 并在明知有的项目位于
保护区、违反保护区管理要求的情况下，
仍多次要求有关县加快办理项目手续。

二是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
水”。甘肃省有关方面对“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新发展理念认识不深刻， 片面追求经
济增长和显绩， 长期存在生态环境为经济
发展让路的情况。《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正，部分规定
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不一致，将国家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
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
荒、开矿、采石、挖沙”等10类活动，缩减为
“禁止进行狩猎、垦荒、烧荒”等3类活动，而
这3类都是近年来发生频次少、基本已得到
控制的事项，其他7类恰恰是近年来频繁发
生且对生态环境破坏明显的事项。2013年5
月修订的《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
管理办法》，违法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进行矿产开采。《甘肃省煤炭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 违规
将保护区内11处煤矿予以保留。 张掖市在
设定全市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时，把
2015年和2016年环境资源类指标分值分
别设为9分和8分，低于2013年和2014年11
分的水平。

三是不作为、 乱作为， 监管层层失
守。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甘肃省
从主管部门到保护区管理部门， 从综合
管理部门到具体审批单位，责任不落实、
履职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 以致一些违
法违规项目畅通无阻， 自然保护区管理

有关规定名存实亡。 省国土资源厅在
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复甘肃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划界后，仍违法违规延续、
变更或审批14宗矿权，性质恶劣。省发展
改革委在项目核准和验收工作中， 以国
土、环保、林业等部门前置审批作为“挡
箭牌”，违法违规核准、验收保护区内非
法建设项目。 省环境保护厅不仅没有加
强对有关部门工作的指导、监督，反而在
保护区划界确定后仍违法违规审批或验
收项目。省政府法制办等部门在修正《甘
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过程中， 明知相关规定不符合中央要求
和国家法律，但没有从严把关，致使该条
例一路绿灯予以通过。

四是不担当、 不碰硬， 整改落实不
力。在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中，
普遍存在以文件落实整改、 以会议推进
工作、以批示代替检查的情况，发现问题
不去抓、不去处理，或者抓了一下追责也
不到位，不敢较真碰硬、怕得罪人，甚至
弄虚作假、 包庇纵容。 从2013年至2016
年， 甘肃省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不作
为、乱作为问题基本没有问过责。承担整
改任务较重的林业、国土、环保、水利等
部门虽然开了会议、发了文件，但抓落实
不够。 省林业厅及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不仅对保护区内大量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监督不力， 对大量生态
破坏行为查处不力， 反而违规许可多个
建设项目。 张掖市在约谈整改中避重就
轻， 有31个生态破坏项目没有纳入排查
整治范围；52个违法违规探矿项目中有
31个采取简单冻结办法， 没有制定有效
退出机制和保障措施。

为严肃法纪，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终身追责、权责一致的原则，经
党中央批准， 决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一、 责成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向党中
央作出深刻检查， 时任省委和省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认真反思、汲取教训。

二、甘肃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杨
子兴分管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
修正《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条例》过程中把关不严，致使该条例部
分内容严重违反上位法规定，对查处、制
止违法违规开发项目督查整改不力，对
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给

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甘肃省委常委、 兰州市委书记李荣

灿（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对分管
部门违法违规审批和延续有关开发项目
失察， 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领导
责任，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提出严
肃批评， 由甘肃省委在省委常委会会议
上通报， 本人在甘肃省委常委会会议上
作出深刻检查。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罗笑虎（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对分管部门违法违规审批和延续有关开
发项目失察，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负有
领导责任， 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提
出严肃批评，由甘肃省委在甘肃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会议上通报，本人在甘肃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三、 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按相关程序
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8名责任人进行
严肃问责， 给予甘肃省林业厅原党组书
记、厅长，现任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副主任石卫东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撤职处分； 给予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委员、 局长李进
军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予甘
肃省国土资源厅厅长蒲志强行政撤职处
分；给予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原党组书记、
副厅长， 现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
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郭玉虎党内严重
警告、行政撤职处分；给予张掖市委原书
记毛生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张掖
市委副书记、 市长黄泽元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给予张掖市肃南县委书记李宏伟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武威市天祝县
委书记张发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 对其他负有领导责任的甘肃省
能源局、环境保护厅、水利厅、安全监管
局，张掖市肃南县政府、武威市天祝县政
府，甘肃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7名现任或
时任主要负责同志， 由甘肃省委和省政
府依纪依规进行问责。 对甘肃省政府法
制办等相关部门在有关法规、 办法修订
中放松管理要求、违反上位法等问题，进
一步查清事实，严肃问责。

通报指出，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典型性， 教训
十分深刻。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引以为
鉴、举一反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 坚决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
局工作的突出地位抓紧抓实抓好， 为人
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
人民日报评论员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
生态红线是决不能逾越的“雷池”。这次公开通报甘肃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督查处理情况， 严肃问
责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深刻表明党中央维护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定意志。

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批
示，但情况没有明显改善。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等典型案例的
背后，往往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不作为的问题，都有一些地
方环保意识不强、履职不到位、执行不严格的问题，都有有关
部门执法监督不到位、强制力不够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决不
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谁破坏了生态，就
要拿谁是问，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
进行严肃追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锐意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坚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开创了生态环
境保护新局面。同时也要看到，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十
分突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重大而紧迫，不容丝毫懈怠。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资源环境
是公共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和破坏必须追究责任。各级领导干
部必须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决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
作的突出地位抓紧抓实抓好。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把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作为检验领导干部“四个意识”的重要标尺，紧盯生
态环境重点领域、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层层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清单， 以钉钉子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 根本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来自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粗放
利用。 改善生态环境， 离不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更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 环境质量底线、 生态保护红
线，把各类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坚决
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 在这个
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一体遵循，决不能逾越。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把绿色发展理念
贯彻到实处， 就一定能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
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
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
美，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载7月21日 《人民日报》）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关系，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向深
入推进，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活水。

“负面清单”为企业投资松绑
7月28日起， 我国将全面实施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外的领
域，原则上将不得实行对外资准入的限
制性措施。

“在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基础上，将这一模式向全国推
广， 意味着我国将更多采用国际通行办
法，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对外经贸
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庄芮说。

不仅在外商投资领域，我国于2013
年、2014年和2016年三次修订发布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政府层面
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达90%
左右。“除目录范围内的项目外，一律实
行备案制。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最大
限度避免了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
预，切实为企业投资松了绑。”国家发展
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加快
改革创造更佳的营商环境，着力放宽市
场准入、消除各类企业投资和发展的障
碍。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2017年营商环
境报告显示， 近3年我国营商便利度在
全球排名跃升了18位。

多措并举释放社会投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民营企业在

市场准入方面遭遇的“玻璃门”“弹簧
门”“旋转门”等问题，国家着眼于降低
市场准入门槛、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降
低企业成本、加强产权保护等，采取了
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今年上半年，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
点。6月当月民间投资增长8.2%，增速比
5月提高了1.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明
显回升，反映由市场主导的内生性投资
增长能力趋强，这是决定未来投资稳中
趋升的重要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是
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的重要力量。 近年
来，通过PPP模式，社会资本不断涌入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新
闻发言人严鹏程说，2014年1月至2017
年6月， 全国公示社会资本方中标人的
PPP项目共3774个，总金额达5.6万亿元。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放、管、
服三位一体的整体作用，从强化政策性
引导和事中事后监管两头推进“去审批

化”， 最终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前审批报件比较蒙，常常不知
道卡在哪里。现在通过网上审批，进度
一目了然。原来3个人干的事，现在1个
人就可以干完，既省钱又省事。”哈尔滨
方正县中宇瑞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雪峰说。

简政放权有没有效果，关键要看群
众和企业办起事来是不是程序更明白、
手续更简单、沟通更顺畅。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坚持同步推进投资审批规范
化、标准化，着力解决“服务不到位”等
问题：将所有投资审批事项纳入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
推进“阳光审批”；对确需保留在项目开
工前完成的审批事项，与项目核准实行
并联办理，“一次受理、一并办理”；不断
创新优化审批流程， 让投资审批更便
捷，投资环境更优越。

投资增速稳步回升，投资结构持续
改善，将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
挥夯基垒石的作用。近日召开的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就强调，要改
善投资和市场环境， 加快对外开放步
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办国办通报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为有源头活水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投融资体制改革述评

山地户外健身大会
桃江站9月举行

人民民主新境界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国务院近日印发我国第一
个人工智能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这份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划， 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战略性部
署，确立了“三步走”目标，力争到203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
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三步走”是：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
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我国新的重要经济
增长点，技术应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到2025年，人工
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人工智能产业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我国第一个
人工智能规划问世
2030年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 � � �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日消息，
中央纪委通报2017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
况。2017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5.6万件，处分21万
人，其中省部级干部38人，厅局级干部1000余人。

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处分21万人
包括38名省部级干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94 6 2 5
排列 5 17194 6 2 5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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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据新华社新德里7月20日电 印度选举委员会20日宣
布总统选举计票结果， 全国民主联盟提名的候选人拉姆·
纳特·考文德以2930张选票成功当选印度总统。

考文德现年71岁， 是印度人民党资深成员。 大学毕业
后。 他曾在德里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工作了15年之久。
1994年至2006年， 考文德任联邦议会上院议员。 2015年，
他就任比哈尔邦邦长。

考文德当选印度总统

�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环境保护部获悉，
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
和国家海洋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从今年7月至12月在全国
组织开展“绿盾2017”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然而
一些地区生态破坏事件屡有发生。日前，中办、国办专门就甘
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发出通报。

本次专项行动要深刻吸取甘肃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的
教训，严厉打击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行动将全面排查全国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的问题。

我国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专项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