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经济·政治 07

!"# $ % &'(

!"#$%&'()*+,-./01
2345 6789':;<=>0(+?
@A BCD !" EFGHI5JKLMNOP
GQ"RSTU,VWXYZ[\X]^_
`abcdefA

gD ## hijX klmn+,-KL
opkqrTXGQ""#stuvGHI
wxyzX{|}]~�V�8-t��.
/1234X mn�q����=>`�
���������A

klmn+,-KLopkqrT�X
�M�x�Mopkq $ �P��� $ "

����������X �_¡#s��&
¢£¤¥¦�§�yz¨�q��X©hª
«yz,VWF #%&i¬134./®
¯°±²³´

¨µ¶klmn+,-·¸§X�M*
H¹º»¼½¾¿¾ÀXÁÂÃ�klmn
+,- ÄÅÆÇÈzÉH¨ÊË.ÌXÍ8
QÎW¸Ï

Ð�ÑÒÓÔ¶AKLMÕ«�Ö×Ø¡�
mÙ¨Ú�#sÛÜ�ÝÞßà�áâXãäk
lmn+,-�¦åæmnçèßà8+,
éêt>XëRì0¤Ê(+Ýíî-ïÏ

KLM¥ðñòRóôõXö%XÝM
÷ø�ùnúû�üý�þÿ!"n� '% #
$mnüýX% #% &'()ßàmn+,Ï
�M*+"F,-*¤./0k1r2ç�
»ç34Xef�56pX�78^D9F
::;;<=Ï *+"*øq��F>·
iX?@A¤AFqB*klmn+,-.
/01234Ï

klmn+,-KLopkqCDE
FG~XHÂàMø�ùn�IXüý¼J
Ki°±v+f�X L "%%% MC"=80
*+"NtÏ Mø�ùnnOPQR�XS

TL@2];�78¤U8�VWXÏ
YtYZ*KL[\r]Ï }^_X`

9DX �Mø�ùn¼JaXbcde�+
,f'ghf� (! iX v2 ()% æW,V
W¼jkl=miX@2RSTU,VW@
" #"% &MX.Ì����no�?@pq¬
!% æ&MÏ

�rXJmn+,F¤stuçèXv¨
,VWµw<XXÛ�];xyz,Ï �KL
M�m{|}�~Ï

�M�ç~��Qu�<X���X��
su°ÝM,V��çHrXwx�F�

�X��0 '* Q÷~çF�qrXà '* $
,V"wx�°v+Ï ���qrX��*
,V"RT�+,/��Xv2,V"Þ.J
aXX��<XÏ

�RT�+,/��7`��0);��
��¿X�Û�0��,VW<Xz,Ï �K
LM��P�I���Cp� ¡¶¢�
>£);X ];��* ) $,V"RT0

�+,/��X�¤��P�¥¦��§¨P�
O"�� #!% æ©,V��ç<XÏ

¤ªªø�ßà+,X¤««�¬�
�qÏ ö%Xklmn+,-KLopkq
®_,V��yz '"+,' �X�q��yz
')*)' �X"�34op¦yz *!, �Ï .
/1234 ')!!+ ¯X r°°± ''#'! ¯X
°±§ !'&X±².Ì@"��q?@³p
q !%% æ&MÏ

!"#$%&'
)*+,-./

!"# $ % &'(

!"#$%& '()*+,-."/
01234567&#$)89:;&#$
%<=>?@5ABCD EFGHIJKL
MNOPQR5STG #$%LUVVW
X)Y5Z[G\]^_`abD c6de
fghihOjkXlmn#$op%qo
JK5rstuvwxG y#$%zd{
5ST|}~

��fg�ihOr���e����
��ue<�`�������e����
�������e����h�����N
���������5mn#$op%q
oJK����e ���O� ¡¢#$

JK£pG¤¥�#$JK¥¦§¨�©a
ª«~ ¬¤¥�#$©J®¯°G :)
±�:²³�:´µ�:´¶5·̧ :¹º»e
¼½¾=¿À�p=ÁÂÃÄG ÅÆÇ8
Èp=ÉÊ°ËGÌÉÍÎÏ%�Í>ÎÏ
%=IÐÑNÒÓÔGÕ·Ö×"ØeLÙÚ
{eÛXaÜ·#$% ! ¿oÝ ! Þ¿À�
ßà×á@aâ5#$JKSTãäGuå
�æâNÀ�|®5Ú{ç ����è
éêÊëe½¾ìí��eîÉOPïðe
OPnñpeòuhòó�hôhõáöÞ¿
À�âeÙ÷À��øeù>³=ôõú
ûÀ�ç ��üýþÿ!G#$%"#ôõ
úûh¿$%&h¿'%(5=¿�)Gª
*µ'+,G -.t¥ø/0j+o51

2GS3¿oÝ5p4ç
���56hQ�h¿'h78h9Í:

�;�<Xl`=¾#$%qoJK5í
�>?GÉÑ@rJKABfCD5´¶h
EFhGªhÀ�HI:JKç �íLMN
`OPJKQQGRST¿í�hPUh´
¶VW`XYoG¥Ð=¾#$JK£pç
Z[GS#$JK\]¤ôýh�^�;5
qo_(`aGbc¥�#$JKJd`h
JduhJd>ç �����efÍghi
tåP�ßç

j�k<�`¿õopQR�æÝo
lGmn�öÞ¿À�ßàopGt��{
á�ßàLTopG �Í`�¿´Hqf
rç "# 0¿'ôýstuv¥�<�`#$

%h¿oÝNôýÞ¿À�ßàçZ[Gj�
wx-.G Ú{õöÞ¿qoÀ�%ÍyG
uåí�h%�h1�·á�oa×GzAy{
í�À�h%�À�N1�À�á0|Ô=
}~!#��À�ç ����12G¥�Í
< $% 0õöÞ¿qoÀ�%ç

�hô¿oÝs�LT����h��
��h����:�¢G�¥�¿$O'o
p%:T¿uâ��uå`�)N�)5
ÝoopG��`Yo´�hÀ�·á¿×5
U5G�Ø�<�ø�5µ'�Zâç �#
$%����� ¡G j�� �¥OL
Tôý·¢�æa£l×Íy¤ÑG¥6 ""
¦G �§¨©ýÍ�`ªa0{«#$o
p�æç � �¥OVW�#$%·ál×

®«JK¤ÑG¬6 % ¦ % G®L`�#
$%ª¯hAÿXl°�¿oÝ<�X
lç

�·á@aâ×±²³Gj�Á´µô
ý5³øh´�Nµ'¶·G¸³®¹!#

·0ºn×À�ç �»¨©ýh{¼ý:©�
5½�µ�GLT`X¾¿��Àh¿´#
Áh����h|Â|Ãh©Æ©ÄhÅÆ&
Ç:¥È¿'%lnÀ�ç �ÉÊ³�GL
T¶·¿µ2Ë£$ÌN·¿/+o×:À
�GÍÎÏÐÑÒÓcÔBGÎÏý#$%
�ÑÒ�Õh Ë£$ÌÖ!#��×�N
Ø?À�ç ÙÚý#$%+oÛ�Ü/0
Ly¿¶µT!ÝG$ÌÂ³¶·¿µ2ç
�#$%��ÞßàáGUâG�ôõáö
#$�æâNÞ¿À�âã¥äÍ
<Guå8³�À¿� "& åæG¿´#Á
%'(( çGèéêÆ&Ç ") åçG¶·¿µ
2$Ì #((( åë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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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苟立锋

10月下旬， 国际湿地公约组织
通过评审， 公布全球首批国际湿地
城市，中国湖南省常德市赫然在列。
而在去年， 通过专家验收获得申报
资格时， 在国内提名的6个城市中，
常德排名高居第二。

从获得提名入选，到评审通过，
虽然前后不到一年，但“全球首批国
际湿地城市”这块“金字招牌”，常德
得来不易。回望来路，常德市保护修
复生态湿地、 守护绿水青山的探索,
值得总结,其经验更值得推广。

明确“大保护”的总基调

常德市现有湿地面积19.01万
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0.44%，正好符
合国际湿地城市的规定比例。 而纳
入保护的湿地面积则有13.33万公
顷，湿地保护率达70.15%，这一数字
远超国际湿地公约组织50%的入选
标准。

乍看之下，常德湿地面积不小，
也有人认为只要面积够大， 自然就
能评上全球湿地城市。殊不知，湿地
占国土面积超过10%只是参评的

“门槛”而已。要想“挂”上这块牌子，

自然禀赋之外，更需“人”的努力。
就常德而言， 虽然湿地面积全

省第一， 但付出的保护力度同样巨
大。据统计，近几年来,常德市共累计
投入200余亿元，实施了湿地生态补
水、湿地生态恢复和综合整治、基础
服务设施等一系列重大专项建设；
通过系统的水陆共治， 目前常德市
92%以上的河流、湖泊、水库水质达
到III类及以上，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优良率达到97.8%。

在探索保护过程中，常德也曾不
断面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保
护不可兼得的困境。但在曲折的发展
中， 常德人始终坚定保护生态的决
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
态理念在沅澧大地深深扎根。

如今，“大保护” 的总基调带来
了常德生态的大变样。 西洞庭湖核
心区为发展造纸产业而引进的5万
亩欧美黑杨早已不见踪影； 曾经网
箱密布、 水质劣Ⅴ类的毛里湖也被
建成了国家湿地公园。

探索“怎么管”的好方式

从1998年西洞庭湖保护区的建
立算起，这条湿地保护之路，常德市
已经走了20年。 从最初由地方政府

代管， 到如今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地位的不断提升，激励着常德
人不断探索健全适合保护区发展的
新体制、 不断寻找有利于环境保护
的新方式。

依托自身摸索出的政府统管、
部门配合、乡镇协助、社区共建、协
会引导、社会参与的“六位一体”管
理模式， 西洞庭再现一碧万顷的美
丽奇观， 成为我国现有的57块国际
重要湿地之一。前不久，更是在全国
率先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
点，集中了保护区、旅游、林业、农
业、环保等8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

而在西洞庭湖保护区之外，常
德的生态湿地得到的“关怀”更是无
微不至。

在行政层面， 常德市政府与各
区县市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 湿地
面积、湿地保护率、湿地生态状况等
生态指标成了新的“政绩标准”。在
立法环节，拥有地方立法权后，常德
市出台的首部地方性法规即为《常
德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在
此之后，《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
条例》《常德市湿地保护管理办法》
等一批地方性生态法规出台或启动
立法程序。在司法执行当中，始终坚
持高压态势，对于围栏围养、非法采

砂等破坏湿地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坚
决打击。

理顺体制、健全法规、严格执行，
常德市的水变得更清,山变得更绿。

回归“为了谁”的平常心

在国际湿地城市的提名要求
中，有这样一项规定：辖区内必须建
有一处国际湿地或国家级湿地公
园。反观常德，已建立的国家湿地公
园(含试点)超过8处，稳居湖南之首，
境内还建有壶瓶山、乌云界、西洞庭
湖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何常德湿地公园数量远高于
全球湿地城市的评选标准?答案写在
那些游园市民的笑脸上。 进入新时
代，优美的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向往美
好生活的新期盼。推进生态湿地的保
护修复、建设湿地公园就是提供更多
优质的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常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认为，
城市始终是人的城市， 湿地城市首
先必须是宜居城市。 常德市大力建
设湿地公园、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就
是回应人民群众这种期盼的应有之
举，也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惠民之举。

共抓大保护 生态更优质
———常德市入选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的经验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欧嘉剑）省高级人民法
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高院党组
成员、副院长邬文生介绍，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法院将此项
工作扎实推进。到今天，一审共受理
纳入台账管理的涉黑涉恶案件524
件，审结392件；二审共受理109件，
审结73件。

下一阶段，全省法院将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
精神，切实抓好督导整改，坚持依法
严惩与源头治理相结合，坚持扫黑与
打击“保护伞”同步。一是将依法严惩
方针贯穿始终，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
的高压态势。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
的重点地区、行业、领域，对群众深恶
痛绝的黑恶势力出重拳、 下重手，坚

决打掉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二
是抓紧推进进入审判环节“保护伞”
案件审理，确保“摧网毁伞”持续推
进。三是进一步推进源头治理，加大
对常规案件中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线
索的审查力度，切实做好线索移送反
馈工作，继续做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犯罪动态、特点分析，更加注重运用
司法建议堵塞行业管理和日常监管
漏洞，促进社会风险防控。

今天，省高院还组织集中宣判一
批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共宣判案件
45件201人， 案件主要集中在岳阳、
常德和娄底3个地区， 参加集中宣判
的法院有27个。 集中宣判在各地法
院以公开开庭的形式进行，并邀请当
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参
与旁听。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欧嘉剑）省高级人民法
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高院党组
成员、执行局局长郭正怀介绍，今年
以来， 全省有6341名被执行人因拒
不执行判决、 裁定被司法拘留，有
13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2016年以来，我省失信联合惩戒
全域提速，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的格局。省高院向省发改委“信用
湖南网” 推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20余万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资格准
入、参与政府项目招投标等行为；与省
文明办联合下发《关于限制对失信被
执行人授予相关荣誉的通知》，限制失
信被执行人获得相关荣誉。 省工商局
嵌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
息600余万条，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
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35193次11825人。
省高院还与公安、旅游等部门建

立了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住宿星级酒
店、旅游度假以及查控失信被执行人
车辆等联合惩戒机制。长沙、湘潭、岳
阳等地法院与通讯公司定制“老赖”
专属彩铃、短信和标签，给“老赖”以
强大信用威慑。长沙、郴州等地建立
查控协作工作机制，发挥公安“人脸
识别”系统、“实名制”系统、“人证通”
系统在精准查找、控制被执行人方面
的优势，郴州中院利用“矿博会”身份
查验系统现场查获65名“老赖”。浏阳
市人民法院、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等建立“e执行”平台，将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推送给“今日头条”“腾讯新
闻”等30多家知名互联网平台，并精
准传递到其所有社会关系人之中，真
正让“老赖”寸步难行。

湖南日报 10月 3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近日，经省委批
准， 省纪委省监委对省政府驻上海
办事处原党组书记、 主任王华平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

经查，王华平违反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利用秘书身份形成的便利条
件，拉关系、打招呼，插手干预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 严重破坏政治生态；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收
受巨额礼金， 频繁出入私人会所，长
期借用私营企业主钱款和车辆，并接
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管家式生活服
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
嫌受贿犯罪。

王华平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
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不忠
诚，是典型的“两面人”；与私营企业
主清亲不分，甘于被“围猎”，沉迷于
奢靡享乐之风，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知止的典型，性质严重，影响恶
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
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
委批准， 决定给予王华平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扫黑除恶明确下阶段重点———
确保“摧网毁伞”持续推进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我省深化信用联合惩戒打击拒执犯罪

今年以来6341人被司法拘留、133人获刑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原党组书记、主任王华平被“双开”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今天，湖南省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兼职职业导师培
训班在长沙举行。127名兼职职业导
师接受了聘书，聘期3年，受聘导师
纳入湖南省人力资源中心职业导师
库管理。

为加快我省职业导师队伍建
设， 充分发挥导师的引领和帮扶作
用，进一步推动我省就业创业工作。
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通过多种
方式与途径征集了一批具有职业指
导工作经验或专业能力的专业人
员，最终从全省500多名报名人员中
选聘了127名兼职职业导师。

据悉， 兼职职业导师分为高校
组、企业组、综合管理组和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组。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职业导师管理办法》(施行)
规定，127名职业导师将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政策宣讲、职业指导、信息咨
询、结对帮扶、专题调研等活动，为
劳动者求职、 职业发展以及用人单
位招用人员提供咨询、指导、测评等
服务。

“湖南省人才服务”微信公众号
也于当天正式发布。

湖南建立
职业导师库

首批127名兼职职业导师入库

个税新政落地
减税“红包”落袋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李竟 吕锦平

10月30日， 许多企业已将工资
造表发放到员工账户。新个税法过渡
期政策正式执行，不少市民纷纷算起
了减税账，细数新政“落袋”实惠。

“以企业人员构成和收入区间
来看， 此次个税调整对我们这种企
业影响较大。 作为以物流服务为主

的企业， 人员主要集中在仓储装卸
这一块，负责现场服务的员工有400
多人，占总人数的70%。”湖南一力
物流财务部门负责人邹琳琅介绍，9
月份为这部分员工代扣个税总额为
42000元，本月下降到了7800元，下
降幅度为81.4%，很多一线员工实际
到手的工资增长了200元至300元。

除了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效果
显著，对于互联网企业，个税改革

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御家汇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

一家以“互联网+”模式进行运营的
化妆品集团公司。 截至今年10月，
全集团员工人数约为1600余人，而
员工工资奖金及五险一金的支出，
约占到经营成本的8%。 公司对10
月代扣的个税进行了统计，集团员
工能省下约2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
因个税缴纳变化趋势短时期内与
员工人数基本相关，因此预计11月
至12月能合计减税约50万元。

陈瑶是中广天择的财务部税
务专员， 一直很关注个税改革。她
说：“这个月起，我的工资也进入了
免税范畴内，挺高兴的。”

下阶段，全省各级税务部门将
进一步扎实做好个人所得税改革
政策“面对面”宣传辅导、答疑解
惑，抓细抓实个人所得税扣缴客户
端推广使用， 确保个税新政落地、
减税“红包”落袋。

漫画/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