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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沙兆华
刘银艳 曹娴 奉永成 黄利飞
黄婷婷 陈薇

10月28日， 省生态环境厅率先
挂牌， 标志着我省机构改革迈出实
质性步伐。 截至11月1日，我省已有
15个省政府组成部门和单位挂牌亮
相，迎接新身份。

新机构，新气象，新作为。 连日
来， 涉及机构改革部门的干部职工
坚守初心和使命， 用良好的精神面
貌和工作态度接受组织的调遣，在
新的岗位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奉献智慧和力量。

“这几天收到最多的就是祝
福。 ”省生态环境厅法制宣传处副处
长黄亮斌笑着扬了扬手机：“这说明
全社会都很关心和关注生态环境问
题。 ”

“从环境保护厅到生态环境厅，
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 肩上的担子
也更沉了。 ”黄亮斌说，他和同事们
会把省委、 省政府对生态环境机构
建设的重视、 全社会对生态环境问
题的关心， 化作建设“天蓝地绿水
净”的具体行动，坚决落实习总书记
“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

“新战友你好，以后就是一个战
壕的兄弟了，咱们合作愉快！ ”10月
29日一早， 当簇新的省司法厅招牌
正式揭开， 原省政府法制办转隶人
员夏唐凯与省司法厅办公室工作人
员黄煜、戴东哲热情地握手问候。

“进一家门、成一家人、说一家
话、干一家事。 ”省司法厅厅长范运
田笑着说，这次机构改革中，省司法
厅实现了机构合并设立和职能优
化，格局更大、责任更重。 我们全体
干部职工要一起整装出发， 志向坚
定、不忘初心，拿出勇气、拿出干劲，
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高效优质的法
治保障和法律服务。

最近， 许长林下班后总要在机
关院子里走一走。 一个台阶、一个窗
沿，都让他驻足停留。

在此次机构改革中， 省民政厅
有6个业务处室和部分工作职能要
分离出去， 省老龄办主任许长林所
在的部门就是其中之一， 将成建制
地划归到省卫健委。

“我从1984年进入省民政厅工
作，已经干了34年，可以说我的青春
和奋斗都留在了这里。 现在说要离
开，真的非常舍不得。 ”

尽管对“老东家”有着深深的不
舍和留恋，但许长林更清楚地明白：
“党员干部是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
搬。 只要守着一颗为民服务的初心，
不管到哪个部门、哪个岗位，干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机构改革的最
大支持。 ”

临别时刻，10月29日下午，全厅
干部职工近200人在省民政厅牌匾
前一起拍下合影， 许长林在民政厅
奉献的34载美好岁月， 也定格在了
这张大合照中。

同样换了身份的还有省安监局

干部曾正德， 他的新职务是省应急
管理厅安全生产应急指挥中心主
任。“现在工作之余最大的任务就是
学习。 ”曾正德说，应急管理人要做
好充分的应急思想准备和能力储
备，确保应得了急、应得好急，当好
党和人民“守夜人”。

在此次机构改革中， 新组建的
省应急管理厅将12个部门的职责进
行整合，涉及多个领域、众多干部职
工，是此次改革“动静”最大的部门
之一。 而各相关部门的干部职工坚
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自觉服
从服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大局，做
到不讲价钱、愉快上岗、履行使命、
不断前行。

新机构意味着新责任， 新起点
更要有新作为。

10月29日正式挂牌，11月1日上
午，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监管处
处长吴海广已经紧锣密鼓地布置处
室工作人员开展跨部门“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工作。

“监管执法资源整合以后，我们
的监管执法效能大大提升。 ”吴海广
说， 他们将进一步统一完善市场监
管规则， 提高监管执法的公开性和
透明度， 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局长向曙光表示， 全局
上下要努力当好“放管服”改革的先
行者、市场公平竞争的维护者、安全
底线的守护者、 知识产权和消费者

权益的保护者、高效监管的实践者、
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

“作为一名从事矿产资源管理
工作的普通干部， 省自然资源厅的
成立， 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
点。 ”在省自然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
处工作人员刘豪看来， 大展拳脚的
机会来了。

过去， 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主要
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而自
然资源厅成立后， 要求矿产资源管
理工作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工作
重心也将逐渐转向主要满足老百姓
高质量的生活需求。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湖南
人可以戴上本地产的珠宝、玉石，喝
到本地产的优质矿泉水， 甚至在家
门口就能泡温泉。 ”刘豪对此满怀憧
憬， 这都是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未来
能为大家做的事。

11月1日起，17种国家谈判抗癌
药品正式纳入我省医保报销范围，
比国家规定的执行时间提前了1个
月。 两天前挂牌的省医疗保障局刚
一成立，就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
单”。

省医疗保障局的干部职工一致
表示，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推
动医保惠民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
行动等，出台新的大病保险方案、医
保扶贫专项行动方案等， 努力减轻
患者负担、提升保障力度，为湖南老
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

�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张
颐佳）今天，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
记胡衡华到长沙多处现场督办环保
督察问题。他强调，长沙要全力配合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做到全力
以赴、立行立改，决不能敷衍塞责、
弄虚作假， 切实增强人民生态获得
感。

胡衡华先后来到望城经开区金
龙铜业集团、大众垸湘江村、老沩水
至团头湖水系连通工程处和桥驿镇
黑麋峰长沙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

在去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金
龙集团多次被周边居民投诉， 反映
有刺鼻的气味影响居民生活。 接到
投诉后， 金龙集团投入600余万元
购置废气治理系统并改善反射炉工

艺，使得今年再无一起投诉。
在湘江村， 胡衡华详细了解了

人畜粪污生态处理的过程， 他鼓励
当地形成可复制的有效经验， 多以
“净化湿地”的形式推动湖区生态环
境的优化。

胡衡华说，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事关群众福祉， 是一场没有退路的
硬仗，全市上下要以“坐不住、等不
起、慢不得”的紧迫感，认真担当履
职，要强化细化考核，发挥好绩效考
核的指挥棒作用；要加大宣传力度，
在提升市民环保意识的同时, 增强
环保的行动力；要严格督查问责，对
环保问题整改不力、 环境质量改善
不力而发生的重大环境事故依法依
纪严肃追责问责。

切实增强人民生态获得感
胡衡华现场督办环保督察问题新机构 新气象 新作为

———涉改部门干部职工积极拥抱“新身份”

�荨荨（紧接1版①）当前，重中之重是
围绕打造长株潭城市群“半小时交
通圈”， 建立完善利益共享、 风险
共担的管理体制和投入、 运营机
制，充分调动长株潭三市的积极性
和内生动力，加快推进“三干”“两
轨” 等交通一体化项目建设，以

“四完善、 两加快” 为抓手放大长
株潭城际铁路的功能作用，着力构
建域外联通、域内便捷的长株潭一
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促进人流、物
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三市顺畅流
通、密切往来，加速形成长株潭城
市群“半小时经济圈”“半小时生
活圈”。 要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认
真学习借鉴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
群发展的经验和模式， 坚持省统
筹、市为主，打好整体仗、协同仗，
着力破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等
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协同发展促

进共同繁荣。 要加强产业分工协
作，结合三市各自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特色
优势产业集聚和错位发展上下更
大功夫，促进产业合理布局、互补
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要进一
步加强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在教
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以
及户籍管理、公交和社保“一卡通”
等方面迈出新步伐，使优质公共资
源发挥更大作用， 让三市人民工
作、学习、生活更加便捷。要大力推
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走好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坚决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牢
牢守住湘江和绿心的生态底线，努
力让城市、城镇融入大自然 ,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荨荨（紧接1版②）特别是当前，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 ，
围绕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开
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守护好
一湖碧水贡献民盟力量。 要高度
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健
全青年工作领导机制， 着力加强
青年盟员思想建设， 并结合参政

议政、社会服务等活动，为青年盟
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 在新时代
干出一番事业， 把多党合作事业
的薪火传承好。

丁仲礼还考察了中科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研究所， 详细了解了该所
在农业生态领域的科研情况。

省领导谢建辉、 杨维刚前往看
望或陪同考察。

�荨荨（紧接1版③）当前，我省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
然不容丝毫松懈， 必须提高认识，
高度重视此次疫情的严峻性和紧
迫性，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以
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好
这项工作。要全面压实责任，抓好
责任落实。 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
关键在于责任落实。必须切实抓好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属地管理责
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的落实。要强化系统管理，坚决阻
断疫情传播，坚持系统管理、源头

管理、过程管理、闭环管理，该检疫
检测的要检疫检测到位，该追根溯
源的要追根溯源清楚， 千方百计、
全力以赴阻断疫情扩散。

许达哲要求，要做好学习宣传
工作，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特别是此次国务院非洲猪瘟防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层层贯彻
落实到位，不打任何折扣。要做好
全面排查工作， 对全省存栏生猪，
尤其是疫情易发的重点场所和关
键区域，进行全面覆盖、彻底细致
排查，彻底查清省内疫区、疫点调

出疑似染疫生猪及产品的去向，调
出多少、调去哪里、接收多少，确保
弄清楚、“对上茬”。 要做好疫情报
告工作，对于任何疑似非洲猪瘟疫
情，做到马上上报、及时检测、立即
处理。要做好疫情阻断工作，彻底
消毒灭源，加强对生猪运载车辆的
消毒措施，坚决杜绝病死生猪和关
联场生猪及其产品流出疫点 、疫
区。要做好市场监管工作，加强流
通领域监管，全面严密排查猪肉产
品交易场所、 冷库冻猪肉存储场
所， 监管好餐厨垃圾和泔水去向。

要做好生猪生产工作，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生猪生产，维护生猪
正常的生产和屠宰秩序，保障养殖
户基本权益。 要做好猪肉的仓储、
供应等工作， 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特别是稳定好元旦、春节等消费高
峰市场价格，确保肉类产品质量安
全。要做好追责问责工作，采取最
严厉的措施，对因重视不够、措施
不力、失职渎职造成疫情扩散蔓延
的，坚决严肃追责问责。要做好资
金拨付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有
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