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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文

中办日前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
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意见》,旨在建立激励机制和容
错纠错机制,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据史料记载， 南宋著名政治家
和理学家徐侨 “以实心行实政，吏
畏民怀，久而不忘”。公元1216年，徐
侨去外地任职，途中发现饥民流亡
者无数，便下令开仓放赈。 有的官
员害怕担责，提醒他请示上级后再
做决断 。 徐侨怒斥道 ：“赈饥如救
溺 ，怎能按照常规文书往返 ，迁延
误事！ ” 后世评价徐侨敢于担当，
“其学一以真践实履为尚”，因而深
得百姓拥戴。

现实生活中， 类似被徐侨怒斥
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人以“请示”
为由头表现所谓忠诚；有的遇事唯
书唯上 ，甘当三旨相公 ，以 “请示 ”
为借口奉行消极怠政；有的缺乏担
当精神，以“请示”为托词推卸工作
责任 ；更有甚者 ，以 “请示 ”为幌子
蒙骗人民群众。 凡此做派，助长了
消极怠工、 不思进取的庸人哲学，

尤其背离了立党为公、 以民为本的
执政理念。究其原因，从本质上讲是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出了偏差。

有些同志处理具体事情时， 习惯
于左一个请示、右一个汇报，决策问题
事无巨细都要“翻一翻文件写过没有，
查一查领导讲过没有”。似乎缺少这样
的环节，就是“上级意识”不浓和“组织
观念”不强。 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
义》 一文中就尖锐地批评这种现象：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
级的指示， 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
指示， 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
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

重大问题坚持请示， 日常工作
定期报告，是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
的集中统一、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
执政水平重要的制度设计。 正因为
如此， 主张该请示汇报的要请示汇
报，该大胆决策的要大胆决策，并不
是推崇自由主义和纵容犯上作乱，
而是希望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牢记 《中国共产党
章程》“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
织请示和报告工作， 又要独立负责
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的
规定，恪尽职守，敢于担当。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王琛 苏平）取缔排污口、设置
隔离防护、改造污水处理设施、严禁从
事农家乐及餐饮等经营性活动……眼
下， 全省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整治已进入冲刺阶段。 记者从省环保
厅了解到，按照要求，县级城市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322个环境问题需在6月30
日前整治到位，目前整改完成223个。

据悉，我省自2017年开始启动
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整治，至当年底，
各地排查出来的问题还有322个没
有完成整治， 该批问题被纳入省政
府为民办实事工程。今年初以来，我

省根据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的要求， 严格按照
《水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
对322个环境问题进行整改，并将其
列入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年
夏季攻势”的十大任务之一。

花垣县下寨河大桥位于兄弟河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因为没有
完善应急收集系统及应急措施而需
要整改。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环
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应急收集池主
体工程以及公路涵洞、接引管、雨水
收集等配套设施均已建成完工，6月
30日前应该能整改到位。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沈阿玲 周若里） 自今年4月以来，浏
阳市在整治大河大库这类“动脉血管”的同
时，展开小沟渠、小池塘等小微水体管护工
作，将治水工作深入至每条“毛细血管”。 记
者今天从浏阳市河长办了解到， 目前该市
已完成1.5万余公里小微水体管护。

沟、渠、塘、坝等小微水体，不仅是农
户生产用水的重要保障， 在水系连通、生
态循环方面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浏阳共有
31300处村管小微水体，面对繁重的管护
任务，浏阳采用专业和志愿相结合，党员
带头、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清淤泥、除杂草、捡垃圾，浏阳的田间
地头，活跃着“治水卫士”的身影。 在荷花
街道牛石岭村，村党支部书记易新富带头
奋战在治理一线，带领由村干部、党员、群
众组成的24人志愿者队伍， 挖通河道治
理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浏阳市共成立了322支小微
水体管护志愿组织，共开展小微水体志愿
管护活动600余次。

“在本轮小微水体大整治中， 共有
8776人次参加，其中党员3521人次。 ”浏阳
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以来，浏
阳所有河流、水库及山塘、沟渠等小微水
体全部纳入了河长制管理，目前，全市确
定了市级社会监督员、 民间河长68名，乡
级民间河长282名，村级民间河长262名。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黄平实 肖文喜）“以
前，湘江株洲县段水域采砂船采砂
秩序混乱，运输船舶行驶缓慢。 ”6
月15日，一艘株洲籍运砂船的船主
告诉记者，今年5月份以来，湖南衡
阳航道管理局开展采挖专项集中
整治行动， 整治非法采砂取得成
效。 现在，河里的航标增多了，采砂
船也守规矩。 船舶的速度变快了，
原来经过这段水域要4个小时，目
前3个小时就能顺利通过。

湖南衡阳航道管理局所管辖

的湘江株洲县段等河道是我省的
重要采砂区， 河砂因质量好被业
内称为“湘江黄金砂”。近年来，由
于砂石资源匮乏， 部分采砂船主
受利益驱使不守规矩，越界采挖。
非法采砂不仅影响堤防和大桥、
航道安全，对生态破坏也很严重。

为深入推进采挖船舶集中
整治保畅通行动，该局定期召集
砂石公司负责人和采挖船主座
谈，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并按照
采砂通航论证增设航标，清晰标
示出通航区域和采砂区域，要求

采挖公司和采挖船主向负责现
场管理的航道部门提交不损害
航道通航条件的承诺书。 同时，
联合衡阳、株洲、湘潭海事部门，
对损害航道通航条件的违法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湘江航道
畅通。

通过开展一个多月的采挖
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采砂船主的
守法意识明显增强，没有越界采
挖、锚缆侵占航道的违法行为发
生， 辖区航道通航环境明显改
善。

�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16日， 中俄地方合作交流
论坛暨中俄友城合作论坛系列活
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 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率湖南代
表团参加。

经外交部批准， 湖南正式加
入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地方合作理事会， 这是我省加入
的第二个中俄地方合作平台。

陈向群在中俄地区经贸、投
资、科技、工业企业合作对接会上
致辞，并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会议上发
言。 他说，湖南与俄罗斯资源互补
性强，产业契合度高，历史渊源深

厚， 合作潜力巨大。 愿在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依托理
事会以及湖南与乌里扬诺夫斯克
州友好省州关系，积极参加中俄地
方合作各类活动，深化友好往来关
系、加强投资经贸合作、推进旅游发
展合作、 扩大科教文化交流。 他指
出，加入理事会为湖南扩大对外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 建议双方加强地方政府间交流
交往， 搭建经贸合作平台， 推动能
源、工程装备、基础设施等合作，鼓
励双方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节能环
保、生物技术、农业技术等合作，为
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
实现更大发展作出贡献。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已是芒种第三候，雨水充沛、气温
上升。 上了山，你会发现，芒种的“芒”，
不止有尖锐的麦芒、刺眼的光芒，还有
漫山如旗帜一般飘扬的芒草。

端午物候，有花有果
端午，农历五月初始，仲夏时节，

满山蝉响，蚊蝇嗡鸣，夏日热情高涨，
植物生长旺盛。

夹竹桃与木槿在仲夏的阳光下，
开得神采奕奕， 石榴与荷花更不必
说，它们是盛夏的符号。

绣球丰满的大花从白色、粉色逐
渐沉淀为蓝色、紫色，花期将尽，颜色
越发浓艳。 绣球花是有仙姿国色的，
花型是周周正正的饱满圆球，似乎理

应生在精致的园林里， 被人精心照
护。然而我们却常见到绣球长在农家
小院杂草丛中，几乎不需养护，一样
开得雍容端丽，一点也没有寒酸小家
子气， 反倒像是富贵人家娇养的女
儿，脸若银盘，落落大方。

紫叶李春季粉花满树，夏季紫果
累累，引人垂涎。 紫叶李果实未熟时
颇为酸涩，不堪入口，熟透了的紫叶
李略有甜味，但称不上多美味。 尤其
绿化带上的紫叶李，终日吸收尾气灰
尘，不食为佳。园林专家认为，紫叶李
以观赏价值为主，并无营养价值。 一
些人因摘李子而折断树枝，似乎就不
太好了。

满山沉绿，芭茅秀舞
长沙黑麋峰上，夏季的绿色已经

不再鲜嫩清新，而是油绿苍翠。
芭茅在山间热情秀舞、 花开如

芒。芭茅花没有柔媚形态、芳香气息，
然而成片列于山岗丘陵， 高高挺立，
自有一种俊朗飒爽之貌。 满山沉绿
间，紫红色的芭茅花让山林有了佻脱
的颜色。

芭茅是极为认真努力的植物，在
南方丘陵地区， 哪怕被不断斫伐烧
戮， 蔓延的地下茎依旧会发出新芽，
年复一年成群滋长，重复四季轮回的
过程。必须要开花，像油菜花、映山红
一样，因为生命内在的需求，就开成
自己本来的样子，未经人事，浑然天
成。夕阳落霞间，将野地的清苦，全化
为紫旗漫卷的诗情画意，令人胸襟摇
荡。

一直到秋风将它们吹成满头白

絮，一直到飞絮扬尽，凋败干枯倒地，
完成全部生命过程。

人们拾起它光秃秃的花序轴，整
整齐齐地绑起，当作笤帚用。 放学归
来的山里孩子，擎着一枝芭茅，如一
面骄傲的旗帜，成为记忆里摇曳不止
的童年意象。

芭茅学名五节芒，在湖南广泛分
布，从地名可见一斑：慈利有芭茅村，
桑植有芭茅溪，益阳有芭茅滩。

湘西地区盛产芭茅，以芭茅为湘
西黄牛的传统青饲料，世居于湘西的
苗人还把芭茅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加
以使用，称草标。 野外的物品如若放
置有草标， 则表明该物品已有归属，
不得动用，草标还是苗族男女青年用
以幽会的暗号。

端午节了，点上艾草，飘出野艾
的苦香。 采一束芭茅花回家，置于阳
台上，风过时，野地里的气息就呼啦
啦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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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学徐侨的担当精神

� � � � 陈向群参加中俄地方合作交流论坛暨
中俄友城合作论坛系列活动

为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
实现更大发展作出贡献

整治水源地问题 确保饮用水安全
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322个环境问题， 整改完成近七成； 6月30日前

需全部整治到位

治水深入
“毛细血管”

浏阳完成1.5万
公里小微水体管护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五月节，夏山芒草秀

桂阳取缔
非法砂场

6月14日， 桂阳县
相关部门依法对湘江二
级支流湖溪河旁的采砂
场进行拆除， 恢复生态
环境。 按照中央环保督
察组的整改要求， 该县
对18家非法砂场和5家
到期砂场全部进行了关
停取缔。

李政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4月9日，灰汤镇政务服务中心正

式运营。前来办理农田直补手续的村
民胡新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找到
业务窗口，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办理。

灰汤镇政务服务中心集服务、审
批、监督于一体，进驻了镇本级、驻镇
机构和市级下沉的432项行政审批、
公共服务事项。而这正是以“扩权强
镇”改革试点为契机，实现群众办事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职能在改变，管理在升级
下放审批权限、设立企业服务中

心……作为工业强市，宁乡探索出台
了“赋权强园、以园兴工”改革实施办
法，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非生
产性成本。

“原则上园区需要什么权，政府
就授什么权。 ”据宁乡市审改办相关
负责人介绍，如今共有131项行政审
批权力授权给园区，帮助企业解决了

园区、城区“往返跑”难题。
政府简政放权、监管改革，最终

目标是完成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
色转变。

2017年2月9日， 金玉工业园的
长沙铭凯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化
甫来到企业服务中心，请求帮其代办
新建厂房项目的前期手续。

随后， 企业服务中心充分担当
审批部门和项目业主之间的沟通桥
梁， 解决审批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同时， 多次前往项目现场， 考察和
了解项目情况， 督导企业提前做好
安监和前期工作。 不到2个月时间，
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项目审批时间
减少近50天。

企业服务中心，为全市工业项目
和工业企业提供“管家式”服务。今年
截至5月中旬， 已为176个工业项目
提供免费服务。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一度是
放权的“痛点”。为此，宁乡通过电子

监察平台，按照服务通用标准体系实
施科技监督，促进高效审批，实现“有
人就有工作标准， 有事就有质量标
准，有物就有管理标准”。

数据多跑路，服务正提速
4月26日，71岁的许礼奎坐在轮

椅上发愁。去年身份证丢失，养老金
认证随之耽搁下来。 如今想去补办，
可拖着中风的身体，出趟门得耽误全
家人的时间。下班后的女儿许女士听
闻老人的担忧，顺手拨打12345进行
咨询。

“您好，如今企业退休养老金认
证不需本人到场。 您可以下载APP，
通过人脸识别认证。 ”很快，12345接
线员给出答复。许女士当即按步骤操
作，在家帮老人完成了认证。

去年以来，宁乡市人社局窗口与
市电政办共同研讨， 破解技术难题，
推动实现退休人员养老保险认证“手
机办”，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养老

金领取资格认证。
“需要办理业务的都是老年人，

难免行动不便。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
用新时代、新手段为群众提供更多优
质服务。”宁乡市电政办负责人表示，
现在宁乡的近4万企业退休人员都可
享受这份便捷。

房屋租赁备案、老年人优待证办
理、 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实现
“不见面”办理……依托“宁乡市民之
家”和“智慧宁乡”等微信及APP平
台，宁乡已有120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与此同时，1098项事项的办理，
通过流程再造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占比达96.5%。

此外， 宁乡还通过智慧政务系
统，在全市基本形成了市、乡两级政
务平台，“市-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联动的政务服务体系，真正
实现“就近能办、全城通办”。

以人为本的理念、 民生服务的
情怀， 令信息技术拥有了人性化的
温度。 居住在宁乡， 人们愈来愈接
近一直以来的本真理想： 让生活更
美好。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地下空间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万平方米， 再加上地面空间，以
长沙地铁1、2号线五一广场换乘站
为中心，北至中山亭、南接黄兴南
路步行街，与周边大型商业如王府
井百货等项目直接连通。

事来，我给您方便
以前，一项政策的推行，往往

是政府先下文、企业来对标，这样
可能产生的弊端是： 政府端来的

“菜”，企业不一定“爱吃”。现在是
企业先“点菜”，政府负责写订单、
按菜单出菜。今年来，由区委、区政
府主要负责人带队，多次登门走访
企业。“融资是否有困难？”“希望区
委、区政府解决什么问题？”在搜集
整理企业意见后， 再形成政府文
件。

一“先”一“后”，折射出服务理
念之变。

5月25日， 芙蓉区火星街道招
商办工作人员进入新蓝天古汉文
创大楼，协助办理审批证件。不到
半个小时，从事文化类连锁销售的
李某就拿到了《工商登记证》。他说: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拿着资料到职
能部门办事，现在是工作人员上门
办，服务真周到。”

从群众“多跑腿”到工作人员
“多跑腿”，折射出服务方式之变。

居民柳旦想在芙蓉区办一所
民办培训学校， 选好地址后， 柳
旦致电芙蓉区有关部门， 想要相
关工作人员指导选址是否合规。
他收到的回复是， 区教育、 民政、
建设等6个部门， 将一次性现场联
合办公， 他不用自己分头找部门。

“后来我才知道我相中的地点二次
消防不过关， 幸亏提前上门帮我
勘查了， 避免我先装修再换址的
损失。”

从以前企业催着办到现在干
部“主动办”，折射出干部队伍作风
之变。

芙蓉区是我省唯一一个全国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区，
所谓“相对集中”，不仅仅是指职能
部门的集中办公，也包括职权的集
中。为此，芙蓉区成立我省首个行

政审批局，打造了专门的行政审批
窗口。企业、群众办审批，不管涉及
多少部门，只需在这个窗口提交资
料，再由窗口“分解任务”，各个部门
“认领”任务，最后由窗口统一出结
果。

目前，该区21个政府部门的57
项行政许可权和71项行政备案权，
都由行政审批局统一集中行使。

您来，我帮您安“家”
引得进来，关键还要留得住。
每当夜幕降临，芙蓉区曙光路

的“曙光798”变得热闹异常。这里
是中央商务区，商贸、商务氛围浓
厚；这里也是长沙市中心的城市体
验馆，餐饮、健身馆、酒吧、影像工
厂、创客中心等应有尽有。创客李
庆明是这里的常客。他介绍，这里
是他们很多创客朋友的“大本营”。

“这里是长沙的经济中心， 白天工
作节奏很快。但晚上，大家在这里
小聚，享受着轻松、新潮的生活方
式，这‘很长沙’。”

城中心往东，芙蓉区段浏阳河
风光带以“文”会友、以“文”留客。
马王堆文化历史街区、 汉文化广
场、浏阳河婚庆文化园、隆平水稻
博物馆……漫步于斯， 一份闲情，
两眼风景，三五朋友，或临河闲谈，
或沿道健身，微风掠过脸庞，好不
惬意。

浏阳河畔的隆平高科技园，袁
隆平、官春云、印遇龙、邹学校“四
院士” 的故事不绝于耳；30多所省
级以上科研院所、国家工程实验室
和国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一
批高精尖人才在此工作、 生活。为
服务好人才，芙蓉区不断完善引进
人才任职、居留、社保、医疗、子女
教育、家属就业等配套政策。

外来投资、创业人员如有随迁
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芙蓉区将
按其居住地就近安排入学，享受本
学区学生同等待遇，并探索建立投
资创业人员定点医疗保健制度，建
立门诊转诊绿色通道。同时，还依
托“智慧园区”建设搭建了15分钟
便利生活圈，点外卖、买打印纸、寄
快递、读书沙龙、健身俱乐部等，都
能在园区实现。

“进一个门 办所有事”

企业“点菜” 政府“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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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航道通航环境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