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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生态环境损害如何调查

根据试行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实行
分级分类、属地管理。环保、国土资源、住房
城乡建设、水利、农业、林业等生态环保行政
主管部门，按法定职能负责生态环境损害事
件的调查。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责任人，应当
主动及时向县级以上生态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并告知相关居民或单位。公民、社会
组织等可以举报生态环境损害事件。

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报告或举报后，对属
于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2日内上报相关部
门；不属于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5日内给出
书面答复， 并报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自事件受理之日起60日内，调查组应当提交
事件调查报告。

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责任人或责任单
位瞒报、缓报、不配合调查、不如实提供有关
情况，造成后果的，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调查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司法
鉴定机构， 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
鉴定评估报告应当进行专家审查，并向社会
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损害修复需及时有效
实施修复项目的赔偿义务人、受委托的

第三方或县级以上政府（统称为修复项目责
任单位），应根据磋商、诉讼要求，在规定时
间内及时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

修复项目责任单位在项目施工前，应制
订生态环境修复可行性和施工方案，提交专

家论证意见、勘查设计方案、监理方案以及项
目实施过程信息公开方式、施工过程中环境风
险应急处置方案；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实施成
效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向社会公开。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生态环
境损害修复项目的监督。

修复工程完工后60个工作日内，应向监督
管理部门申请生态修复绩效验收。监督管理部
门应及时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项目的有关执
行情况提供给检察机关、人民法院。

鼓励磋商解决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

诉讼途径费时耗力，而受损生态环境亟需
得到修复，因此鼓励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
以磋商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

生态环境损害地的生态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代表赔偿权利人， 与赔偿义务人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自行磋商， 也可以在生态环
境损害地调委会的主持下进行磋商。 磋商次
数原则上不超过三次。 赔偿义务人不同意进
行磋商的，或磋商未能达成一致的，赔偿权利
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

赔偿资金需专款专用
生态环境损害地生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包含环保、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
业、林业等部门负责执收赔偿资金；人民法院
判决、调解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资金，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

赔偿资金需专款专用。赔偿资金管理
办法、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和绩效评
价结果应依法公开。省财政厅会同省级生
态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是指因污染环境、 破坏生
态造成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
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
变， 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
统功能的退化 。包括 ：发生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国家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中特别重大、 重大和较大突发
环境事件的； 在国家和本省主
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
态功能区、 禁止开发区发生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在重
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以
外的其他地区直接导致区域大
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等级下
降，或造成耕地、林地、湿地、饮
用水水源地等功能性退化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名片】
苏子慧，1993年生，湖南省杂技艺术剧

院女演员，在杂技剧《梦之旅》中饰演女主
角凤凰仙子。

� � � � 【故事】
� � � �一对“恋人”借助两条绸带紧紧相拥，
飘飞在空中演绎了一段爱的缠绵， 惊险刺
激又浪漫唯美。

1月11日晚，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惠
民演出走进慈利县剧院， 苏子慧和同伴表
演的“高空绸吊”，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

25岁的苏子慧，已经被称为“老演员”。
听者第一反应是笑，笑过之后便是心酸。

苏子慧说，杂技演员培养周期长、舞台
生涯短，吃的是“青春饭”。一般女演员到25
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男演员30岁后进
入退役倒计时。

2004年，11岁的苏子慧被省杂技团看
中，成为一名杂技学员。“那时年纪小，谈不
上喜欢，完全是我妈的主意。”苏子慧说，当
时省杂技团还是事业单位， 妈妈觉得毕业
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女孩子来说够了。
5年学习期满后，她进入省杂技团。

2015年，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推出首
部有故事情节的杂技剧《梦之旅》，苏子慧

饰演女主角凤凰仙子。以往演出只要
展示技巧，这次，却还需塑造人物形
象，对苏子慧而言，是不小的挑战。刚
开始排练的时候，她站在台上无所适
从，尴尬不已。“演活人物没有很多技
巧，最重要的是用心琢磨。”导演反复
说的这句话刻在了她脑海里。 一场
“梦之旅”下来，苏子慧感觉自己学到
了很多。

经过商业运作，《梦之旅》2016
年前往北美进行巡演，109天时间里

演出了102场。“几乎每天都要转点演出，经
常赶了七八个小时的路程晚上还要演出。”
苏子慧说，累，但是快乐着。外国人对杂技
的尊重与欣赏，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一
次演出，台下掌声如雷，谢幕后观众们还不
愿离去。

舞台上炫目的技巧背后， 是艰苦的付
出和如影随形的危险， 受伤是家常便饭。
2012年， 苏子慧在上海马戏城表演高空节
目时，从离地六七米高的空中摔下来。

经医生检查， 她脊椎3处骨折、1处骨
裂，躺在床上静养了3个月。因腿部肌肉萎
缩，下床后恢复肌肉又用了3个月。

这一次，家人坚决反对她再干杂技，甚
至给她找好了工作。苏子慧纠结过，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杂技。“就是因为喜欢。”她说。

有人说， 艺术家们这么多年还继续从
事这个行业，不是收入有多可观，而是一种
情怀。这句话说到了苏子慧心坎里。

和她一起学杂技的女孩子， 很多几年
前就转行了，如今只剩下六七个还在坚守。
明明那么苦那么累工资又不高， 为什么还
那么有感情？苏子慧觉得，湖南杂技走向世
界，有她的努力和付出，湖南杂技要继续创
新发展，也需要她的奉献。

当杂技演员9年， 虽然还只有25岁，苏
子慧已经成了“老演员”，即将再一次面临
人生选择。“从小就学杂技，书读得不多，能
选择的非常少。”她决定，离开舞台后，继续
坚守杂技事业。编导、音乐剪辑、表演，只要
有学习的机会，她都不放过。

理想还远，现实很近。已成家的她，现
在的期望是，每天有演出，直率的她坦言：
“有演出才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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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罗冬生）春节临近，正值冬季动物
疫病高发期。 如何有效杜绝病死动物及其
产品流入消费市场？长沙市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今天下午， 长沙市启动病死动物收集
运输车辆轨迹运行监控系统， 安装该系统
的12台专用车辆正式投入使用。在长沙县
安沙镇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技术人员现
场演示该系统，病死动物从收集、暂存、运
输、集中无害化处理，全程实时监控、视频
可查询、轨迹能回放。

长沙作为省会城市， 也是畜禽养殖大
市。正常年份，全市每年病死畜禽尸体达3

万吨。长期以来，分散收集难、集中处理难
一直是困扰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老大
难”。省兽医局局长邓云波称，病死动物无
害化处理体量大，掩埋、焚烧、小型窖池等
传统处理方法难以满足需要。 长沙市在全
省率先建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平台，其
做法将在全省推广。

目前，长沙市已建成区域性动物无害化
处理中心2个、无害化处理点10个、收集转运
中心1个、收集暂存点14个，日处理病死动物
尸体能力逾50吨。今天投入使用的专门运输
车辆，采用数字化、网络化监控模式，连接收
集暂存点与无害化处理中心，从技术上规避
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管控盲区。

“互联网+大数据”全程监控
长沙推进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今天， 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在
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回顾分析2017年房
地产市场形势。戴德梁行称，2017年，长沙
一批优质商业地产新开业， 均实现了90%
以上的招商率； 全市优质商业地产空置率
维持低位，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5.7%。

戴德梁行长沙公司副总经理文学介
绍，2017年保利Mall、德思勤Taskin� Mall、
CFC富兴时代等新项目开业， 为长沙优质
商业地产带来约29.5万平方米的新增供
应，拉升市场存量至183.5万平方米。新项
目招商情况良好，普遍增加了娱乐、餐饮等
体验式业态， 开业之初均实现了90%以上

的招商率； 全市优质商业地产空置率维持
低位，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5.7%。

受益于长沙零售市场快速发展、 购物
中心业态调整升级， 长沙优质商业地产租
金同比上升6.1%，达到每平方米每月395.8
元。目前，长沙的优质商业地产逐步从“单
核”向“多核”转变，以五一商圈为主中心，
梅溪湖商圈、滨江新城商圈、武广商圈、南
城商圈为副中心的格局已经显现。

“2018年长沙优质商业地产将迎来供
应小高峰。”戴德梁行长沙公司副总经理文
学表示，随着九龙仓IFS、凯德·壹中心等新
项目陆续入市， 将为市场带来约48万平方
米的新增供应。

全球知名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称
长沙优质商业地产空置率降至5.7%低位

� � �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包括生态环境
损害的调查、修复监督管理、赔偿磋商管理、赔偿资金管理的试行办法———

生态环境损害，如何定、怎么赔？
■相关链接

生态环境损害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家庭和谐幸福长，搬迁新家奔小康！”1
月16日，在新化县奉家镇向北村，看着生意红
火的农家乐，77岁老人罗孝云哼起了打油诗。
这家刚建好的农家乐， 位于紫鹊界景区与天
门乡土坪村度假村连接线旁， 是一个特殊家
庭10年奋斗的成果。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叫汪自华，54岁；女
主人叫奉如香，47岁， 两人都是丧偶后再婚。
汪自华与前妻有个女儿汪晓艳， 奉如香与前
夫有个儿子罗忠湘， 罗忠湘与汪晓艳也是夫
妻。两代人、两对夫妻，一起侍奉着奉如香前
夫的老父亲罗孝云。他们勤劳拼搏、融洽生活
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2005年，奉如香不幸丧夫。上有老、下有
小，家庭重担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亲戚和朋

友建议她再找个合适男人，帮忙撑起这个家。
她的条件是：“能照顾好公公罗孝云， 能吃苦
耐劳，能好好过日子。”但是要让别人接受罗
孝云老人，很难。

汪自华，妻子1999年因病辞世，他多年
未娶，独自抚养女儿汪晓艳，为人实诚肯干。

无巧不成书。两人的儿女罗忠湘、汪晓艳
经媒人介绍，一见钟情，逐渐进入谈婚论嫁阶
段。 汪自华与奉如香也在生活上开始相互扶
持帮助。 媒人趁热打铁：“你们的子女情投意
合，你们俩也相处融洽，何不也组成夫妻共同
经营家庭!”

媒人的一番话，让两人心动了。奉如香提
出了自己的条件：“必须负担罗孝云的生活，
照顾好老人。”朴实的汪自华一口答应：“照顾
好老人是应该的。 你能对前夫老父亲不离不
弃，也一定能经营好家庭。”

2007年，奉如香嫁给了汪自华，同时，罗忠
湘与汪晓艳也结成了夫妻，4人就把罗孝云老
人接到家里共同生活。

罗孝云感动得泪流满面：“本以为你们婚后
会把我撇下，没想到竟然把我接来，让我能安度
晚年。”

婚后，一家人其乐融融，相互尊重、相互扶
持、孝顺老人。奉如香和汪晓艳勤俭持家，养鸡、
养鸭、养猪；罗忠湘外出打工，汪自华加入合作
社种植中药材。全家和衷共济、省吃俭用，3年
就还清了欠债，成为村里有名的文明户、模范家
庭。

邻居罗忠田介绍：“汪自华、奉如香夫妇，还
是村里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榜样。” 前两年，村
里评定汪自华家为贫困户，准备给他家建档立
卡，但被汪自华拒绝了。汪自华说:“把机会留给
更需要的人，相信我们全家通过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一定能脱贫致富，绝不给村里拖后腿。”

通过10年努力，2017年底， 汪自华家建好
了新房，并依托周边旅游资源办起了农家乐，当
起了小老板，日子越过越红火。

“组”出幸福文明之家

1月18日，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赤岭路社区二机小区， 居民在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里话家常。 去年5月起， 天心区对辖区内37个社区
进行提质提档改造建设。 目前， 已全面竣工， 共完成道路改造面积39万多平方米， 完成绿化提质面积13万多平方米， 清掏及更换下水管网7万
余米， 整理空中管线近3万米， 更换增设路灯2700余盏， 新增停车位3700余个。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肖君 摄影报道

天心区提质提档建设全面完成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2018年，长沙商品房价格“涨”还是“跌”？
在今天召开的2017年度湖南国家统计调
查数据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
查总队（以下简称“国调总队”）指出，长沙
房价或将较长时间不会大涨大跌。

国家对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调查
显示，2017年长沙商品房销售量降价格涨
幅回落。

新建住宅成交1200.34万平方米， 成交
量同比下降40.9%。 住房价格涨幅也从高位
回落：2016年底至2017年7月， 长沙新建商
品住宅同比价格指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8
月份后出现回落，12月份同比涨幅为6.1%，
比2017年最高涨幅回落13.5个百分点；去年
上半年，长沙二手住宅同比价格指数一路上

涨，6月份涨幅达到20.8%， 下半年出现明显
回落，12月份涨幅已回落至11.4%。

“预计今后会有一个较长时间，长沙房
价不会出现较大的上涨或下跌。”国调总队
副总队长梁己香表示，一方面，国家调控没
有放松的迹象，长沙实行“限购、限贷、限房
价、限地价、限售”政策也不会松动，加上住
宅市场经过两年持续放量， 购买力得到一
定程度的释放，因此，后续价格上涨推动力
减弱。而另一方面，长沙商品房库存较低，
按2017年月平均销量计算，长沙去化周期
为3.3个月， 低于8至10个月的理想库存周
期，与此同时，地价上涨，楼盘品质提升，原
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等， 推高了住宅建设
成本。 抑制房价上涨的因素与推动房价上
涨的因素仍在“博弈”中。

长沙房价或将较长时间不会大涨大跌
商品房去化周期为3.3个月

湖南日报1月18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
讯员 黄姿 ）今天，在长沙经开区、长沙县联
合举办的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招商推介
会上，毅荃服饰埃塞公司刺绣项目等5个项
目与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运营管理公司
成功签约。借助“一带一路”，湘企正抱团出
海。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是中国省级政
府层面在非洲推动建设的首个样板开发
区，由省政府委托长沙经开区运营。工业园
占地122公顷， 距埃塞俄比亚首都70公里，
是目前埃塞俄比亚区位优势最好的工业
园。去年11月20日，工业园动工建设，目前
已有长沙福田、三一重工、湖南领信钢构等

16家企业签订意向入园协议， 预计今年11月
建成开园。

会上， 毅荃服饰埃塞公司刺绣项目等5个
项目现场签约入驻， 投资总额4380万美元。项
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近1亿美元，对推动湖南
企业“走出去”具有较强的带动效应。

据悉，埃塞俄比亚劳动力、水电、土地、税务
方面成本都较低。如税收方面，从非洲出口到欧
美国家的关税是“0”，埃塞俄比亚出口型企业
所得税10年免税等，为吸引劳动密集型外贸企
业创造了非常好的投资环境。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招商
湘企借“一带一路”抱团出海

苏子慧在《梦之旅》中的
“凤凰仙子”造型。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