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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期间
指示，湖南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真正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保护好”。 今年4月在长江岳阳段考察时，总
书记又叮嘱湖南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守护好一江碧水”。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重
要职责。 全省审计机关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充
分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全力开展生态环保审计，
力促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生态强省。

聚焦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着力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相关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近年来，党中
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能否有效落实好这些决
策部署，是建设美丽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的重
中之重。全省审计机关要把开展生态文明重大政策
措施的跟踪审计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内容。 一方
面， 要重点关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贯彻落
实、“一湖四水” 环境保护任务的完成、“河（湖）长
制”等制度规定的执行情况，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重大环境问题（事件）
责任追究的落实情况，及时反映政策措施落实中存
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发挥实效。另一方面，要重点关注中央和省级环保
督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情况， 重点核实整改方案
中具体问题的整改情况、 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建设和推进情况， 重点盯住整改落实不力， 甚至
“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重点了解影响人民群众
生态安全问题的整改情况，促进立行立改、整章建
制，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环境治理带来的可喜
变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着力开展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去年9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试行规定，这是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审计机关更好发挥作用的新
契机、新平台。今年是全省全面推开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的第一年。目前，我
厅结合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正在对15个县市
区党政主要领导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审计，同时要求全省122个县级审计机关每
年至少开展1个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
中）审计项目，确保此项审计工作在县级审计机关
实现全覆盖。在审计中，我们要求审计人员重点关
注领导干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任、 遵守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情况， 重点揭示和反映重
大资源损毁、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重大履职不到
位， 以及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引进重
大项目和支出重大资金等问题， 促进各级领导干
部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 切实履行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同时，建立健
全“可量化、好评价、易操作”的审计评价机制，按

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对领导干部任期内履
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情
况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为有关部门考核、奖惩、
任免领导干部提供可用、好用的参考依据。

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情况专项审计。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建设天蓝地绿
水清土净生态强省，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
战略目标，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
一江碧水”的具体抓手。全省审计机关要切实增
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精准聚焦、靶向发力，
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生态强省中发
挥好审计监督的职能作用。要立足审计接触领域
广、熟悉政策法规、掌握情况详实的职能优势，加
大对湘江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洞庭湖水
环境综合整治、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修复等
治理项目，以及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落
实情况的审计监督力度，高度关注土地、水、森林
和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保护情况，高度关注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环境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
的落实情况，高度关注资源环境保护相关资金管
理使用和项目建设运行绩效等情况，着力揭示和
反映污染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从体制机制
和制度层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
的审计建议， 推动完善各项生态环保工作制度，
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力促生态强省建设

湖南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 胡章胜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汪兴变 宋云钊)今天，记者从
永州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省公安厅日前通报2018年上半年
全省公安机关警务评议情况，永州公安
在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排名全省
第一的基础上， 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
全省第一。

警务评议是全面掌握受访群众对警
务工作意见和满意度的一项民意测评。

今年，永州市公安机关在推进“放管
服”改革中，大力打造出入境证件办理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推行网上预约、网上
加签、网上办证，提供24小时出入境证件

办理“绿色通道”，往来台湾通行证等的
签发时限全部缩短到7个工作日。

该市在全省率先建成第一期室外
126平方公里、室内50万平方米的三维
警务电子地图， 为公安实战提供可视
化、实景化支撑。平台运行以来，共清重
复、错误数据90626条、整改问题数据
23381条，协助破案197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3名。永州市公安机关还在全省首
创在押人员微信预约公众号， 律师、家
属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预约会见，通过微
信支付的方式寄钱给在押人员，既节约
了警力，又方便了群众，得到社会各界，
特别是律师群体的一致好评。

“放管服”改革使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永州公安警务评议全省领先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邹靖方）
今天，湖南省邮政公司以“扶贫助农·湘
情湘味”为主题的第二届“邮政919扶贫
助农电商节”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湖南省邮政公司将在9月7日-9月30日
依托邮乐网开设湖南“邮政919扶贫助
农电商节”主题会场，助力精准扶贫，把
湖南的农特产品销往全国。

此次湖南省邮政公司将聚焦贫困
县、贫困村，重点挖掘全省各地扶贫产
品，积极打造“一市一品”“一县一品”
和“一村一品”,通过邮乐网等平台开
设的“扶贫助农，湘情湘味”专属活动
页面，对全省各地扶贫产品进行展销。

活动将依托中国邮政近6万个自

有实体渠道、100万名邮政员工，以及
邮乐小店、邮三湘、邮掌柜等邮政线上
平台，对接全国50万家邮乐购实体店
和675万个邮乐小店， 通过构建线上
与线下网络渠道， 帮助解决农产品卖
难和卖不起价等问题， 助推湖南农特
产品走向全国、湘品出湘。

湖南省邮政公司总经理徐茂介
绍，本届湖南“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
节” 将有近1000款农产品上线销售，
预计将超2000万人次参与活动。他提
醒广大网友，可通过“邮乐网”PC端、
“邮乐”APP、“邮乐小店”APP、“邮储
银行”APP等参与“邮政919扶贫助农
电商节”的嗨购活动。

推动湘品出湘 助农脱贫增收
第二届“邮政919扶贫助农电商节”即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