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王晗）今年是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的第一年。 长沙
市司法局近日发布2018年长沙考区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介绍报名条件、考试内容
和考试方式等相关内容。6月20日至7月4日，考
生可登录司法部或湖南省“如法网”网站报名。

新“法考”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需要注意
的呢？针对备受关注的“非法学专业人员能否参
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问题，长沙市司

法局司考处负责人介绍，2018年4月29日前已取
得学籍（考籍）或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
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或高等学校
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并具有法
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同时，考试将继续
允许普通高等学校2019年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
生（包括专升本）报名参考，其中，军队院校2019
年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应
届硕士毕业生也纳入这一政策适用范围。

值得备考考生注意的是， 今年的考试将实
行“2＋1”模式，即客观题2张试卷，主观题1张试
卷。客观题试卷分值各150分，主观题试卷分值
180分，考场将为考生配备法律法规汇编。客观
题考试在包括港澳考区在内的全国各考区全面推
行计算机化考试，我省14个市州均单独设置考区。
主观题考试今年在江苏苏州、重庆等5个考区实行
计算机化考试试点，我省仍沿用纸笔考试模式，分
别在长沙市、衡阳市、常德市、怀化市设置4个考
区。

此外，从今年开始，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的考生，通过客观题考试后再参加主观题考试。
考生当年客观题考试合格成绩在下一个考试年
度内有效。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雷鸿
涛 通讯员 卢宗旺）“手工编织的包包，
质感就是不一样”“靠枕加入侗锦元素，
真漂亮”……6月14日，怀化学院举行
侗锦织造技艺研修班结业典礼。侗锦织
造技艺研培成果展同时上演，吸引不少
市民参观。

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怀化学院承办的
这一研修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活动之一。此次研
修班有两个教学点：怀化学院、通道侗
族自治县播阳镇新团村鼓楼。

“研修班为期1个月，我们在村里的鼓
楼教学20天。”侗锦织造技艺研修班项目负
责人肖慧芬介绍，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在侗
寨中引导学员去发现侗锦融入现代生活的
方式和方法， 在民族文化浓厚的氛围中去
探索和实践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理
念，让侗锦和日常生活有更紧密的结合。

让非遗项目转化成非遗商品
怀化学院侗锦织造技艺研修班结业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20日起报名

今年的考试实行“2＋1”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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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曹娴 刘勇）省
级环保督察今年将实现全省覆盖。 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省级环保督
察将于6月20日启动， 第一批督察对象为衡阳
等7个市州。

今年省级环保督察将分2批进行。第一批督察
对象为衡阳、邵阳、岳阳、常德、益阳、怀化、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7个市州，其余为第二批。

每一批督察分3个阶段， 市州本级督察、延

伸督察和梳理分析归纳。 进驻督察结束形成督
察报告提交省委、省政府；报告批准后，向被督
察市州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反馈。

据介绍，本次省级督察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及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
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区域性、流域性突出环
境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
问题以及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

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介绍， 环保督察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去年4月起在
我省开展的中央环保督察，以及7月31日起开展的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 都充分表明环保督察
是强化落实地方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利器，是推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
出环境问题解决、 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的重要手段， 环保督察已被列入新组建的生态环
境部四大基本职能之一。

� � � �湖南日报6月15
日讯（记者 刘勇 曹
娴）省政府新闻办今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透露，我省正全面
打响洞庭湖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全民保
卫战，洞庭湖湖体水
质稳定向好。

2016年以来，我
省启动实施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治理，开
展沟渠塘坝清淤增
蓄、畜禽养殖污染整
治、河湖围网养殖清
理、河湖沿岸垃圾清
理、重点工业污染源
排查等“五大专项行
动”。

中央环保督察
后，省委、省政府要
求对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的突出问题，尤

其是洞庭湖区涉水问题加力提速整改，坚
决按期完成。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洞
庭湖流域畜禽养殖污染、 非法采砂采矿、
欧美黑杨种植及断面总磷超标等18个问
题，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多次调
研，先后召开洞庭湖治理专题会议、省市
县乡村五级干部大会等9次会议进行安排
部署，制定并启动实施《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全面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十大重点
领域和九大重点区域整治。

在对自然保护区全面禁采和对84处
侵占岸线、洲滩的砂石码头全面清理的基
础上， 我省编制洞庭湖区河道采砂规划，
全面规范保护区以外的河道采砂行为。对
重点湖库水产养殖、捕捞造成水质下降和
生态破坏问题逐一督办整改。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7.99万亩
欧美黑杨于2017年11月提前清理到位，
试验区和缓冲区的清理工作正在稳步推
进。 两年来，洞庭湖区禁养区已退养8420
户，拆除养殖栏舍356.11万平方米；拆除
网箱2万口81.54万平方米，拆除矮围网围
126处35.4万亩。

2017年， 洞庭湖湖体水质11个省控
评价断面均为Ⅳ类水质， 总磷浓度为
0.073毫克/升，较2016年下降13%。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刘勇
曹娴）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在长沙举行
新闻发布会， 省水利厅副厅长易放辉
发布： 我省已于去年底提前一年全面
建立河长制， 治理了一大批河湖突出
问题，取得初步成效。

我省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
以来，河长制的责任体系、制度体系、
工作体系基本建立，各级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带头履职尽责， 建立了一支覆
盖省市县乡村五级总数达3.57万余人
的河长队伍，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部
门协同、齐抓共管的河湖保护格局。

全省以湘江保护和治理、 洞庭湖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 各地各部
门围绕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
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严格管理水域岸
线等主要任务，紧密配合，协同推进畜
禽退养、河道采砂和砂石码头整治、黑
臭水体治理、 沟渠清淤、“僵尸船”整

治、退耕还林还湿、排污口治理等水环
境突出问题整治，2017年河长制工作
安排的21项重点任务基本完成。

据统计， 去年全省共完成洞庭湖
区4.3万公里沟渠和2.4万口塘坝清淤
疏浚；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4631亩；
完成洞庭湖区404.65万平方米和柘溪
等10座大型水库238万平方米畜禽养
殖退养； 洞庭湖等自然保护区实现全
面禁止采砂，84处砂石码头全面关停；
处理“僵尸船”3193艘，建设18个船舶污
染物收集点； 新建城乡垃圾中转站449
个、村级垃圾收集点4801个、城市污水
处理厂13座，建成105个园区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 完成农业专业化统防统治
1469.6万亩。

2017年，全省河湖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地表水水质监测总体为优，“四
水” 干流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3.6%，
相比2016年提升3.9%。

�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廖
文)今天11时40分许，沅江市下塞湖矮围集中拆
除现场，129台大型机械在号令声中集合完毕，准
备陆续撤离。至此，这一南洞庭湖最大矮围已全
部拆除。

下塞湖矮围总长18600多米， 囊括湘阴、汨
罗、 沅江3县市交叉的水域， 其中沅江境内9302
米。该矮围通过人工筑堤和控水的手段，成为大
规模非法捕鱼的“帮凶”，严重破坏了湖区生态多
样性，也影响了行洪安全。2015年至2017年，沅江
市相关部门先后组织力量掘毁下塞湖矮围西北
段泥堤共2200米， 还炸毁了下塞湖矮围北闸。今
年6月3日，益阳、沅江两级党委政府又启动下塞
湖矮围集中拆除“攻坚战”，全面拆除剩余的7102

米矮围，摧毁其截水捕捞功能，增强高洪水位时
下塞湖河道的行洪功能，提升南洞庭湖原有湿地
生态调节功能。

截至15日上午，沅江市共组织干部和施工人
员近3000人次， 耗资966万元， 累计投入推土机
1113台次、挖机49台次、吊车20台次及其他施工设
备，完成土方量108.99万立方米；拆除3个湖洲芦苇
管理站屋及1处附属建筑物共2800平方米，转运建
筑垃圾3700吨、 转运生产工具及其他物品240车，
如期完成附属建筑物拆除任务。

沅江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后阶段，沅江市将
举一反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高
要求，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暨洞庭湖生态环
境保卫战，还洞庭湖一湖清水。

省级环保督察6月20日启动
分2批督察，实现全省覆盖；第一批为衡阳等7市州 湖南日报评论员

“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点、三湘人民生活的增
长点、展现美丽湖南形象的发力点”，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描绘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发展与环保协
同共进”的美景。

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上来，自觉坚持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开创
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推
动湖南迈向高质量发展正确的“打开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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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发展不仅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
本之策 ， 也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建设美丽湖南 ，
必须让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生产 、
生活的全过程 、 全方面 ， 坚决摒弃
“先污染 、后治理 ”的老路 ，杜绝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
济增长的冲动 。当前 ，湖南一方面要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
保持定力 ，退出过剩产能 、淘汰落后
产能 ，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 、现
代服务业 、生态环保业 ，用产业转型
升级的成效 ，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
排放量 。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
护 ，改革是根本动力 。要用改革创新
的手段，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面临
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生态环境监管

体制、建立健全独立权威高效的环境
监察体系 ，严格实行 “谁污染 、谁治
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生态
效益补偿制度，探索环境保护领域信
用体系建设 ，综合运用经济 、法律以
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企业履行主
体责任，为建设美丽湖南构筑牢固的
“制度屏障”。

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一场涉
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
深刻变革。推进这场深刻变革的举措
能否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关键在于
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要自觉站在
“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政
治高度，坚决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 、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 ”的要求 ，把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摆到突出位置，
扛牢抓实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答好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一事关
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性答卷。

优美怡人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普惠的民生福祉。每个人，
既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也
应当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参与者。 要加
强生态文明宣传，让简约节俭的生活
理念、 生活方式内化成自觉行动，行
之有效地开展节约型机关 、 绿色家
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创建活动，
让生态文明建设赢得全社会最广泛
的民意支持。

当 “蓝天常在”“青山永驻”“清水
长流 ”成为三湘大地的 “常态 ”之时 ，
就是湖南的发展真正迈向高质量之
日。这一天，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正
一步步到来。

让良好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三论开创新时代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我省提前一年全面建立河长制
2017年“四水” 干流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93.6%，相比2016年提升3.9%

洞庭湖最大矮围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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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15日，沅江市漉湖芦苇场下塞湖矮围拆除现场。当天，该处约7200米的矮围全部按时完成拆
除。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