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
2 !"03456789:;<=>?@A
BCDEFGHIJKLDMNOPQRRR
#$ S #$ TUVWXYZ[\]^_`ab
cdefghijklmno;mnTpq
rSs],st %& uv '& ul;rwxy
z{]|,}I5r~w��T�;��p �
SsT���g����;�M]�}T�
��]��������

!"#$!%"&!'()"

��]mnTM����x��]� ]
ZT�@¡¢£¤d¥¦§F;¨©ª]@
¡}«¬<�®¯mnTTM°3=;�
±²³´,µ}¶�T���·¸;¦§F�
mnT���¹º@¡»¼;¥]½¹º�
Dl@¡<¾´ ¶�]T�¿Àg��Ám
nT@¡}«¬<�]ÂÂÃÃ;~@ÄÅ
ÆÇÈÉgÊuËÌ}́«¬<�ÍÎÏ�
Ð�Ñ] �Ò¡ÇÓÔTM°Õ��Ö]×
Ø;�ÙÚÛÜTM°�Ý;¡ÇÞßÛ

à~p
�áÑâãÙäS]TM°åæÝàt

ç"è;¡Çéêëìp¦§F;<íîï

ðñò}óôÝõöæ�TN÷�øù;±
ú]�Zûg]üýNþNOÓÿÝàåæ
;õöp �

Í!]"æ�3p #$Í% #$ S]Üm
nT&'g�(Ñ)3*p �MK®gO
M]� ;}T���°+,-.}/�]+þ
Ó01]Û2;Ñ34Ï5.6ò}/]ZO
N789:;uû<p �

*+,-./(01

=7O(mnT] Ï>?!g@rw;
AB]4CDg@rw;EFp ¦§FÏ>
G¤TM°g?=7OHI]JÜmnT;
�KL�MNOP]9B/°GsJ<;¡
ýÄQRp B/tK;ST]tU;VWX
XYZ[XX]4,mn�Ã\]B^^-
_`LaObúÌp

@¡]9gmnT�uJ<;ýp¦§
Fñò}cS:°Z@¡de-æf�÷Og
STp�� ]h4µüijkl�Ù]æÜm
nT;@¡mnlopq8Jrùp smn
Ttuvw7xyz{|]}=7O(mn

T�G¤DT¥}£~�]NNPP;���
d-,��×p�S]mnT¥�����s
; )&*$ð�×à %+,$$ðp �÷S]T�&
N��ø]TM½�Ng}����p

Ob����;��]=7O3��;
�Æ]YZ���Km��D²�YD��Y
Dlo;��]��HIij;�<Y ¡Y
¢£¤ÆÅ¥¦§p

Z}=7O(�Ï¨9�; ©]mnT
ª«¬NgD3;ij®]�Æ=7O3
��]����Kmp��¯K�°]½�²
²þþ±�µ�$Í�9�NY�TY¥M
��Gs;K²p Z�T]Ob�mYZD
þ9�p ³´µ']¶
æ<N·1¸¹]Ó�
ºÿ»ONO
ª¼û"�½
�u¶<;¾
1¿p

2345#6789:;$$$ < =>?@ !"#$" %&'()

!"#$%&'()*+,
!" !"

ÀÁÂ!1á !" �ÃÄ

A B

! " !"#$%&'()*+,-.
/0123+4567!89"&:;
<=>?@ABCD#$

9D#E%&?()*+F-./0123+-5

!"#$%&'()*+,-./0$
1234! !"#$%&'()*+,-./0123

456789:+;<=>?@=ABCD,EF&'GHI
BCJKLMDNCO

5678!!"""#$%&'"()"&*+9:;<=>!"",-.%%-
+ + + + ?@ABCD!%)/0P -Q /*R

EF!STUVWXYZ[\]^ /) _̀ aTbcdef
ghijklmnko

G;CD!1)(0P -Q 2.R

!"#!!"#$%&'()*+,-
!$%&!!!"" ./
'()*!01234254
(+#!6"7#$89:;<=*+,-2>#2

?@A2BCD
,-.! 6"7EFG#$%&'()HIJK9

LMNOPQRST #$#%$&$' UVWX %(!(&!# UVWY
Z[\]^_O`abcY defghij]kl

mMnopqrstMuvwxyz{#($)*!+"%$,Y
/)01234567"89#:;<=">?:;$

!"#$ @ $ A #% B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省
第三环保督察组近日向湘潭市下达3份督
办单， 涉及大量废渣未有效处理、 非法洗
沙、采矿污染等问题。

湖南有色湘乡氟化学有限公司（原湘
乡铝厂）污染环境问题，曾在去年中央环保
督察期间被群众投诉。湘潭市去年5月上报
该交办件已办结。然而，在省第三环保督察
组进驻湘潭后，该问题被群众再次投诉。

督察组现场核实发现， 湘氟公司厂区
内有多处废渣，其中约5000吨直接堆放于
未硬化地面。 位于湘乡市泉塘镇雄心村三
组的湘氟公司锂渣场，总面积约1.5万平方
米，存有总量约15万吨锂渣。锂渣场距离涟
水河仅1.5公里， 且处于涟水河取水口上
游，直接威胁市区饮水安全。该市已编制锂
渣综合利用工程技术方案， 但项目并未实
施。现场采取了一些简单的防护治理措施，

但对地表水、 地下水及周围土壤等存在极
大环境风险。

湘潭县易俗河镇安联村同心组一家洗沙
场挖山采砂，破坏生态；洗沙废水污染农田、
毁坏菜土，被当地群众多次投诉。经查，该洗
沙场未办理任何生产经营手续， 被相关部门
处罚后，并未真正停产整改。今年“八一”节前
夕， 该洗沙场打着退伍老兵创业基地的牌子
重新违规上马。

湘潭县射埠镇的方上桥石灰岩矿在生产
作业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同样是去年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交办问题。
督察组现场调查发现， 该企业仍未达到整改
销号要求。 被封矿洞周边堆放着大量待洗选
销售的砂石，且洗选设备仍未拆除，未真正断
电，随时可恢复生产，出现问题反弹。附近村
民也反映，该矿此前一直间歇性生产。

针对上述问题， 省环保督察组均提出
了相应的督办要求。 湘氟公司废渣处理问
题、方上桥石灰岩矿污染问题，需在8月底
前制定整改方案，立即组织实施。同心组的
洗沙场应予以取缔，实施“两断三清”，并由
企业对周边受损环境进行生态修复。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召开的全省污染防治专题会议透露，我
省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76个问题中，筛
选完成整改难度大、 整改不实易出现污染
反弹的20个问题进行重点调度、督办。

这20个重点问题中， 有8个是完成整
改难度大的，分别为：洞庭湖水质下降、益
阳大通湖养殖污染、全省13个断面重金属

年均浓度超标、 郴州甘溪河含重金属废渣
简易堆存、娄底锡矿山砷碱渣简易堆存、张
家界大鲵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采砂和水电
开发、 郴州衡阳自治州部分尾矿库排水重
金属超标，以及危险废物超期贮存、非法转
移、非法填埋等问题。

有7个为易出现污染反弹、整改不实的
问题，分别为：取缔黏土砖认识不够，邵阳

市大祥区红星社区烧烤夜市一条街扰民，
永州和郴州未淘汰小高炉、 冲天炉落后产
能， 洞庭湖沿岸砂石码头堆场侵占岸线洲
滩， 益阳市及安化小淹镇垃圾填埋场环境
违法，洞庭湖区生猪养殖污染，岳阳华容河
水质恶化。

“回头看”和群众重点关注的整改问题5
个，分别为：“绿心”地区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整改不到位、 饮用水源地存在安全隐患、衡
阳市金龙矿业长期尾矿库存渗滤污染、南岳
衡山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采矿、永兴县金银
及稀贵金属产业整合升级进展缓慢。

会议指出， 继续强力推进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全面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严格对照整改方案明确的目标和要求，进
一步逐一明确整改时间节点、目标任务、监
管责任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定期调
度、加强督办，坚决防止虎头蛇尾、整改拖
延。 纪检监察机关继续对整改工作实行全
过程、全覆盖的执纪执法，对作风不实、把
关不严、履责不力导致污染反弹、整改不到
位的一律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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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8月15日，长沙市纪委监委发布一则“特
殊”通报，不是公布官员违法违纪情况，而是
给7名干部“撑腰”，对关于他们的不实举报予
以澄清。

在这则通报所提到的7起典型案例中，有
的干部因勇于对损害国有资产收益的拖欠行
为说“不”而被错告；有的干部在执纪执法岗
位因敢于担当而“得罪人”；有的干部因在征
地拆迁工作中坚持原则、 拒绝不合理诉求而
被诬告； 有的干部因在工作岗位敢抓敢管而
受到质疑。

“如果想干事的频频陷入非议、感到憋屈，
就会引发思想困惑，挫伤干事积极性，阻碍事
业发展。”通报中这席话充分表明，澄清的目的

是给实干者吃“定心丸”，彰显的是为敢于担当
的干部撑腰鼓劲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鲁迅先生曾断言 :“前驱和闯将， 大抵是
谁也怕得做。” 有这种心态者至今仍不在少
数，因为想干事就难免有出风头、好大喜功之
嫌，能干事就可能因锋芒毕露伤及别人，或是
因为动了人家的奶酪而受到责难， 干成事则
可能招致“羡慕嫉妒恨”。

但是，时代、人民、国家需要的是能面对风
险挑战迎难而上、在盘根错节的利益交织中挺
身向前的党员干部。进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
改革深水区，没有担当如何推动改革行动向前
迈进？ 关于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歧见丛生，不
敢拍板如何做到定纷止争？ 民生政策制订、完
善过程中存在杂音噪音，不顶住压力如何实现
善始善终？如果不站出来为敢担当者“撑腰”，

客观上就会产生对勇于作为者不公、对“伪君子”
“真小人”纵容的后果，危害极其严重。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第十九条第四款早有规定：“对于受到错告或者
诬告的党员，应当澄清事实，并在一定范围内公
布。”这些年，中央开展各种巡视督查、出台一系
列问责制度， 各地纷纷细化激励干事、 包容失
误、 鼓励担当的容错机制， 都是在为担当者担
当、为干事者撑腰，让大家在干事创业、闯关涉
险时有底气而心无旁骛、有定力而义无反顾。

杂音噪音不能惑其志， 辛劳挑战不能阻其
行。党员干部，所行所为，只要符合中央要求、符
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就应该大胆试、卖
力干。组织、纪监等相关部门，既要用党的纪律
约束干部，又要用党的政策保护干部，为他们撑
腰鼓劲。

曾鹏

据半月谈网报道： 四川剑阁县毛坝乡
连续5年“零信访”、乡镇零负债，干群关系
融洽。

乡镇党委、 政府是直接面对群众的一
级组织，各类矛盾在此汇聚，要做到“零信
访”着实不容易。那么，这个五年“零信访”
乡镇是如何炼成的呢？

首先，群众有事找得着人。不到万不得
已，很多群众是不愿意找政府麻烦的。如果
群众有事找不着人、没人理或者一两句话就
被打发回去，必然会心生郁结，继续找更高
一级党委、政府。毛坝乡的干部们以身作则，
认真倾听群众诉求， 注重厘清事情原委，给
群众以真诚实在的答复，并通过实施轮流坐
班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带动所有职工心系群
众、直面群众，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其次， 尽量解决群众困难。“有困难找
政府”，既是庄严承诺，也是自我督促。毛坝
乡坚持 “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工作理

念，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及时调查了解，搞清
楚群众关切重点并第一时间予以回应，协
调整合各部门力量迅速采取措施。 乡村干
部还主动造访，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展现
了一级党委、政府的担当。

最后，大力倡导文明风尚。毛坝乡在搞
好服务的前提下，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比如
评选创业之星、脱贫之星、敬老爱老之星等
“十星 ”人物 ，并通过坝坝会 、展板 、“大喇
叭” 等接地气的形式将他们的先进事迹在
全乡进行宣传，以身边事、身边人来引导群
众不等不靠、勤劳致富。

如何像毛坝乡一样，做出让群众满意、
大家公认的成绩， 是所有乡镇应该思考的
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五年“零信访”是群众
有较高满意度、幸福感的一种体现。群众工
作没有捷径， 只要扑下身子， 多听群众意
见，多从他们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多做一
些对他们有利的事，群众自然就满意了，工
作成绩也就出来了。

王传涛

近日， 浙江温州永嘉枫林派出所民警戴
柏清发的一条朋友圈消息引发了网友热议：
他和几名同事发现一名5岁女童独自行走在
路上，因担心她迷路想送她回家，但女童怎么
也不肯上警车。民警们于是放慢车速，默默跟
在她身后，一直到她外婆家。大家不由感叹，
难道家长没有教育孩子要相信警察、 遇到事
情应寻求警察帮助吗？

民警主动帮助孩子 ， 结果却吓到了孩
子———这说明孩子对于警察是不信任甚至充

满恐惧的。 而且这并非孤本个案，“教孩子相
信警察”绝非是一个小问题。

这一现象缘何而来？ 应该在于很多现在
的、 曾经的孩子———无论是当下的00后、10
后，还是70后、80后、90后———在成长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长辈把警察树立成孩子敌
对面的恐吓式教育,“再不听话（再哭)，警察叔
叔就来抓你了”是父母常用的话语。许多网友
留言表示：我们这辈就是被“警察叔叔”吓大
的！更有甚者，一些爸妈竟然真的把犯错哭闹
的孩子带到派出所吓唬孩子。

家长们利用警察的威严对孩子进行恐吓

式教育早该停止了！ 警察是一个光荣神圣的职
业，是他们保卫了社会安定团结、维护了社会正
常秩序。 家长们应教育孩子遇到困难和危险时
寻求警察叔叔的帮助， 并感谢他们为社会作出
的奉献与牺牲。不相信、不接受警察帮助，很可
能让孩子们陷入危险处境。

其实，教师、医生等职业也经常被家长们拿
出来吓唬孩子。“再不听话，就和学校老师联系”
“如果不乖就告诉老师”“如果再哭就带去医院
打针”……此类恐吓式教育，也会让孩子对进入
学校或医院有所畏惧， 以致在接受正常教育和
医疗帮助时产生心理障碍。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家长们应尽可能客观公正对孩子讲解各类社
会职业的功能和特色， 引导他们相信和依赖更
多的人，而不是心生恐惧。

如今， 通过在线短租平台方便快捷
地订房已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 但近段
时间有关短租房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
有的短租房与平台上发布的位置、 房间
条件等信息严重不符；有的设施陈旧、无
证经营，存在多种安全隐患；一些在线短
租平台对房源把关不严， 只需简单几步
就可注册发布等等。

治理短租房乱象的核心在于平台建
设 。当务之急是规范平台管理 ，减少问
题出现；同时应为在线短租房量身制定
相关法规和标准。鉴于法规和标准的主
要执行者也是平台 ，因此 ，在线短租房
能否“长寿”，关键在于平台能否健康发
展。

文/张海英 图/王怀申

五年“零信访”乡镇是如何炼成的

刘效仁

农历七月初七，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
有人称之为“乞巧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
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七夕，一个本来十
分平凡的日子， 却被中华民族赋予了丰富的
意蕴，成了一种集体性文化认同，更积淀了甜
蜜的情感记忆。特别是近些年，随着西方情人
节在中国的流行， 七夕这个温馨的民族文化
符号正在被重新唤醒。

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相连。这
个美丽而凄婉、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寄寓着

丰富的价值观、爱情观。
说起爱情，炎黄子孙委实是一个多情而

忠贞的民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 》
中就有很多痴情男女的动人佳话 ，例如 《关
雎 》中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
子好逑 ”， 《击鼓 》里的 “死生契阔 ，与子成
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等等 。忠贞 、痴情 、
热烈 、 长存的爱情 ， 蕴含着中华民族所向
往 、所敬慕 、所恪守的爱情观伦理观 ，于是
就有了七夕夜恋人们花前月下 、 仰望星空
的美丽情境。

当时光步入现代，人们常常感慨“爱情在

贬值，甚至被金钱、权势打得落花流水”“试婚、
闪婚风生水起，离婚率不断走高”，这些也是社
会难以承受之痛。2006年6月，“七夕节” 被国务
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 其目
的正在于唤醒民族的集体记忆， 倡导持守和传
承中华民族的美好爱情观———无论富贵贫穷、
健康疾患、顺境逆境，一旦相爱，就“海枯石烂不
变心”。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七夕节已然褪去牛郎织
女天各一方的爱怨与忧伤，被赋予了“中国情人
节”的头衔。值此七夕之会，除了一如既往将万
年不变的祝福送给远在天上的织女牛郎， 也愿
更多的你我他珍重爱情、珍惜拥有，用富有灵性
和充满爱意的生命经历书写爱情美好、 见证岁
月静好。

七夕,一个温馨的民族文化符号

还被诬告者清白 为敢担当者撑腰

恐吓式教育该停止了

短租房乱象有待规范管理

新闻漫画

我省重点督办20个环境问题
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76个问题中筛选，为整改难度大、易出现污染反弹的问题

省第三环保督察组向湘潭下达3份督办单
涉及废渣未有效处理、非法洗沙、采矿污染等问题

环保督察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