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清晨， 花垣县
花垣镇杠掰村，农民在朝阳
下耕地播种豇豆。今年上半
年， 该村因地制宜种植
1000余亩豇豆， 每亩纯收
入达1000多元。立秋后，农
民们又抓紧时机种植第二
季豇豆。 龙恩泽 摄

忙秋种
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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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石佳 王玉胡）记者今天获悉，
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日前制定下发了
《湖南省2017年实施河长制工作要
点》（简称《要点》）， 进一步指导全省
2017年河长制工作顺利开展，要求确
保通过一年努力， 全面建立责任明确

的河长制体系， 基本形成高效运转的
工作机制， 实现河长制与防汛抗灾有
机结合，重点区域和河段的超标排污、
垃圾入河、非法采砂、侵占水域岸线等
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着力打造一
批河湖管理保护亮点。

《要点》明确，通过“一河一长、一

河一档、一河一策”和“一月一晒、一季
一督、一年一评”的工作措施，利用“考
核问责”和“奖优罚劣”的工作杠杆，强
化地方政府河湖管理保护的主体责
任，确保河长制工作有力推进。

《要点》确定，今年重点开展水污染
防治、不达标水体治理、垃圾综合治理、

水域岸线管理、 河道采砂整治等工作，
并结合“一湖四水”流域特点分别突出
重点难点工作， 着力打造特色亮点。同
时，将具体工作任务分成建设、管理两
大类，细化成21项具体指标，分解到市
州，具体到乡镇，层层有任务，人人抓落
实，确保全年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石佳 郝亚儒）2017年是全面
推行河长制开局之年。 省河长制工作
委员会日前制定下发《湖南省2017年
实施河长制工作要点》，明确要求相关
各地各部门要在今年突破重点难点，
尽快取得成效。

由省环保厅牵头， 开展水污染防
治。取缔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
内的排污口，加强船舶、港口、码头水污

染防治，实现农药、化肥用量零增长，完
成湘江沿岸、洞庭湖区畜禽规模养殖和
水府庙等大型水库水产养殖退养任务，
强化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
理，持续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
改造，减少入河污染物排放。确保国家
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85%以上，省级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8%以上。

由省住建厅、省农委牵头，开展不
达标水体治理。 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

度，地级城市建成区要公布黑臭水体名
称、治理责任人及达标期限，完成68条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加强农村河道、水
库、山塘等污染严重水体治理，每个县、
乡都要明确治理年度任务，重点解决因
垃圾乱倒乱堆、畜禽水产养殖、水体水
流不畅等造成的水质恶化问题。

由省水利厅牵头， 开展垃圾综合
治理。统筹垃圾产生、投放、收集、运输
和处置全过程管理， 全面清除河道内

堆积的废弃物和河面垃圾， 确保县级
以上城区段河面垃圾有专人清理，实
现水面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无垃圾。

由省水利厅牵头，开展水域岸线整
治。完成长沙县、株洲市试点河段的河
道划界工作，重点查处打击一批非法围
湖养殖、侵占水域、占用岸线、采砂及设
置砂石场等违法行为，维护河湖畅通。

由省林业厅牵头， 开展水生态修
复。推进湘江流域“绿带”建设，完成长
沙市靳江河宁乡段等8处退耕还林还
湿试点任务， 其他流域完成退耕还林
还湿试点方案编制。 推进河湖连通建
设， 加强洞庭湖沟渠塘坝清淤增蓄整
治，维护河湖生态环境。

今年全面建立河长制体系
重点开展水污染防治、不达标水体治理、垃圾综合治理等工作

河长制要尽快见效
确保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达85%以上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郑旋 张颐佳）今天，长沙市开福
区举行发布仪式，宣布“新开福”
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 这是开福
区适应传播新趋势， 利用湖南日
报社开发建设的“新湖南云”数据
资源，在共享拥有1700万用户的
“新湖南”频道数据基础上打造的
新闻客户端，也是我省首个“新湖
南云”区县新闻App。

据介绍，“新开福” 新闻客户
端功能涵盖新闻资讯、政务公开、

移动生活等，共设“福事”“福城”
“三金”“厚德”“党建”5个固定频
道，全面展示强盛、精美、幸福、厚
德的新开福建设成果。

今年4月，开福区成立“新湖
南”工作站，主动拥抱移动互联网，
积极占领舆论主阵地。 开福区区
委书记沈裕谋表示，此次推出“新
开福”新闻客户端，旨在将开福区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向新高度，
增强全区新媒体宣传矩阵的影响
力和传播力。

“新湖南云”首个区县新闻客户端上线

一名在校大学生陷入网络直播难以自拔，向校园贷款平台借了十几万元，把自己包装成富二代，打赏钱财
给女主播，甚至细致到每天送女主播燕窝，却不顾父母在家里还拿着450元/月的低保……最近，在北京工作的
谢女士向媒体求助，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直播的监管。

是自卑，还是虚荣，或者两者兼有，让这位大学生染上了“打赏”的妄想症，还需个案分析。但是，校园贷、直
播平台乱象亟须整治与规范，则是没有疑义的。 图/闵汝明 文/钟欣文

给女主播送燕窝，父母却在家吃低保

龙花兰

针对当前我省面临的营商环
境不优等问题，要进一步深化 “放
管服”改革，尤其要在“放、管、服、
评”4方面下足功夫，加快建设有利
于创新开放发展新环境。

“放权”要实。加大省级审批权
下放力度，探索省级对国家鼓励类、
允许类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办
法。加强放权协同配套，推动关联相

近的审批事项全链条取消或下放，
切实解决 “你放他不放”“无关紧要
的放，关键核心的不放”等问题。

“管理”要有效。从“事前审批”向
“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深化以市场监
管领域为重点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模式，注重
流程优化、机构重组和队伍整合。

“服务”要精准。提升我省“互联
网+政务服务”水平，推行审批服务
事项全程网上办理， 推动实体大厅

与网上平台线上线下融合。 探索审
批服务流程再造，推进“多证合一”
“多评合一”“多图联审”“区域评估”，
逐步形成标准化审批流程。 探索企
业投资建设项目“全程预审代办”制
度，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

“评价”要科学。借鉴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评估方法，对全省县（市、
区）开展营商环境评价，以评价倒
逼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作者单位：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闫仲勇

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我省发展机器人产业要突出一个
“特”字，围绕产业特色、人口特点
和省情特需，在特定领域形成一定
话语权。

立足产业特色 ，加快推进 “机
器换人”。发挥我省在工程机械、汽
车制造、烟花鞭炮、食品加工等产
业的比较优势，发展基于工程机械
和汽车制造领域应用的装备类机

器人，基于烟花鞭炮和桥梁隧道应
用的民爆机器人，以及基于食品加
工和制造的协作机器人。

聚焦人口特点，率先布局养老
服务机器人。 紧紧结合我省人口年
龄结构“少子化、老龄化”的特点，加
大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前瞻布局。实
施养老等服务机器人应用示范工
程， 组建我省服务机器人产业科技
智库， 建立健全服务机器人技术创
新平台， 提升养老等服务机器人在
关键技术、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水平。

围绕省情特需，培育救灾抢险
等特种机器人产业。围绕我省易发
生暴雨洪涝、冰冻、泥石流、火灾等
自然灾害的省情特需，面向公共安
全、应急救援、特种作业等市场急
需领域，利用国防科大的无人机技
术和已经研制生产的无人作战装
备，以军民融合为抓手 ，推动军用
无人机等技术成果尽快向救灾抢
险等民用领域转化，实现产业化。

（作者单位： 湖南省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欧阳纲刚

“容 缺 审 批 ” ，即 对 基 本 条
件具备 、 主要申报材料齐全且
符合法定条件 ， 但次要条件或
手 续 有 欠 缺 的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
审 批 部 门 预 先 受 理 和 审 查 ，并
一次性告知项目办事单位需补
正的材料 、 时限和超期处理方
法 ， 待项目办事单位将相关材
料补正后审批部门及时出具审
批意见 ， 出具相关批文 。 “容缺

审批 ”模式改变了原来 “材料不
齐不能办 ”的审批困境 ,变为 “边
受理边完善材料 ” 的并联推进
模式 ,可大大提高审批效率 。

“容缺 ”是允许 “暂缺 ”而不是
“真缺”。 可以通过三个措施把好
“后补 ”关 ：一是强化缺失项目告
知工作，审批工作人员在实施 “容
缺审批”登记时，当场将缺失的材
料内容列成清单给予项目办事单
位。 二是强化资料保管与对比工
作 ，将采用 “容缺审批 ”的审批资

料进行专门存放 ， 待其补齐资料
时，进行全面的系统性审核 ，确保
资料齐全 。 三是强化审批逾期提
醒提示工作 ， 对未按时补正补齐
资料的项目 ， 审批工作人员通过
电话、 邮件等方式及时提醒办事
单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还可
以将“容缺审批”扩展到办事项目
的各个环节 ， 实现多个部门大并
联审批， 方便项目单位同步申请
办理多个审批业务。

（作者单位：娄底市发改委）

营造创新开放发展新环境

湖南发展机器人产业要“特”字当先

以“容缺审批”为突破口
深化“放管服”改革

毛建国

大灾中并不缺少故事， 缺少的
只是发现的眼睛。 朋友圈刷屏一篇
文章 《九寨沟的九个生死故事》，看
完这样的故事， 对于地震的残酷有
着更深的了解， 对于人性的美丽也
有着更深的体会。

面对“九寨沟故事”，有人感慨：
机器人写不出这样触动人心的生死
故事。这是有所指的。九寨沟地震发
生后，有一条机器人写稿的信息：在
地震之后 ，中国地震台网机器人自
动编写稿件， 仅用25秒出稿，540字
并配发4张图片 。 内容包括速报参
数 、震中地形 、热力人口 、周边村
镇 、周边县区 、历史地震 、震中简

介 、震中天气8大项 。机器人采写新
闻的速度超出想象 ，对于媒体圈来
说 ，并不亚于一次小地震 。不少媒
体人在关心地震的同时 ，也在担心
自己，未来会不会有一天被机器人
淘汰？

有危机感不是一件坏事， 颓废
感才是一杯真正的毒药。 在地震新
闻报道中，机器人有着自己的优势，
但有一些新闻， 注定是智能机器人
无能为力的。 比如地震发生后的生
死故事和爱心故事， 不仅需要深入
现场的亲历， 而且需要有悲悯温柔
的情怀 。这种故事 ，最是打动人心 ，
最能反映时代的风貌。

灾难是由人承受的 ，奇迹也是
由人创造的 。据初步统计 ，截至8月

9日17时 ， 灾区滞留游客已基本转
移疏散完毕 ， 共计将5万余游客从
地震区域疏散转移 。5万多个人 ，5
万多个故事 。当然 ，没有必要把这
么多故事全部报道出来 ，但深入灾
区 ， 走近当地百姓和游客的身边 ，
倾听他们的内心 ， 寻找人性的美
丽 ，发掘守望相助的力量 ，却是十
分必要的。

面对智能机器人的到来， 没有
必要惊慌失措。 人类与生俱来的温
柔同情，是智能机器人所不具备的。
同样， 智能机器人能在第一时间拿
出一些 “硬新闻 ”，但一些真正打动
人心、弘扬正能量的“软新闻”，依然
需要深入现场， 去体会去发现去采
写。

机器人写不出精彩地震故事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王 晗 ）8月 8日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CLPA（中国有限合伙人联盟）
2016-2017年度最佳有限合伙人
100强”颁奖仪式上，作为我省省
级基金小镇湘江基金小镇的集群
注册托管及一站式服务运营主体，
湖南湘江新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获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团队50
强”。这是我省企业首次获此殊荣。

CLPA由新兴控股旗下埃曼
哲集团于2008年5月发起成立，是
中国领先的基金投资服务及外包
平台，至今已举办过9届中国有限
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年度评选。

7月26日， 我省首个省级基金
小镇———湘江基金小镇在湖南湘
江新区成立，旨在打造我省股权投
资及配套产业聚集高地。湖南湘江
新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表湖南

湘江新区管委会履行产业基金出
资人的义务、日常管理和投资运作
事务，并负责湘江基金小镇集群注
册托管及一站式服务的整体运营。

据介绍， 作为小镇的运营主
体， 湖南湘江新区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将为拟入驻基金公司提供集
群注册托管、 登记备案、 政策申
请、 尽职调查等全产业链一站式
代理服务， 并将协调省金融办及
工商部门并联办公、专窗审批，将
备案及工商注册等行政审批时间
缩短至2天内。

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
管委会主任曹立军表示，作为国家
级新区平台，新区将以湘江基金小
镇及产业发展基金双平台为抓手，
补齐金融短板， 激发金融创新活
力， 积极引导资本向实体经济转
移，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

湘江基金小镇获殊荣
运营主体获“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团队50强”

荨荨（上接1版）
现在，朱战亮夫妻俩每月可以

领取低保、残疾人生活补贴及护理
费等700多元。“党的政策这么好，
没有理由自暴自弃，自己虽然干不
了重体力活，但可以在家门口的旱
塘里养些家禽呀。” 朱战亮说，“去
年养了200只土鸡， 成活了170多
只，感觉生活有了希望。”

5个月后， 小鸡长成了两三公
斤重的大鸡，朱战亮却发愁了：鸡、
蛋怎么卖出去？

扶贫工作队知道后， 马上帮
朱战亮联系镇上、 城里的一些餐

馆，很快打开销路。朱战亮笑了，
这是他瘫痪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
的第一笔收入。

“现在，朱战亮整个人开朗多
了，时常坐着电动轮椅给客户送鸡、
蛋，采购饲料。”妻子刘海香告诉记
者，她也能腾出手来，种几亩玉米、
小辣椒，家里又多了一笔收入。

告别朱战亮时， 他凝望着通
向山外的水泥路说， 自己有一个
愿望：今后继续养鸡、种玉米和小
辣椒，等攒够了钱就把“新居”装
修好， 让在外的孩子回来有个温
馨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