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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孙敏坚）今
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长沙会见
了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一行。

陈向群对大使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
来，湖南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抢抓“一带
一路”战略机遇，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优化发展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
好。湖南与新加坡交流交往基础良好，希望大使

多了解湖南、推介湖南，推动双方在金融服务、
科技教育、技术创新、文化旅游、环境保护等领
域深化合作。

罗家良说， 希望抓住中新自由贸易协定
升级、国际陆海联运大通道建设等机遇，进一
步拓展与湖南在共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
产业发展、法务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通讯员 陈柳）今
天上午， 湖南省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小组负责
人学习班在全国人大北京培训基地开班，来
自我省的130余名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小组负
责人， 及省人大机关和各选举单位有关人员
参加学习。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出席
开班式并讲话。

据介绍， 这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首次组
织代表小组负责人集中学习， 旨在进一步增
强代表小组负责人的政治意识、代表意识、责
任意识，发挥好代表小组负责人的“带头人”

“召集人”“服务员”的作用，促进开展好代表
小组活动，推动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

学习班为期两天半， 将邀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中央党校的有关专家和教授，就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监督法及人大监督
工作、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与代表履职规范、
“一带一路”倡议解读等内容作专题辅导。 学
员们还将就如何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
求，发挥好代表小组长作用，开展好代表小组
活动进行分组讨论。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 见
习记者 李夏涛）今天，副省长隋忠诚来到怀
化市溆浦县、辰溪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他要
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
贫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精准

精细到户到人，切实提升脱贫实效。
隋忠诚一行先后前往溆浦县雪峰山旅游

公司、湖南雪峰食品有限公司、辰溪县锦滨镇
石溪溶村、 辰溪县潭湾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了解企业发展、产业链延伸、贫困户分红等

情况，以及贫困户搬迁后的生产生活情况。
隋忠诚指出，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带动引

领作用， 完善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把产业做好、把百姓带富。发展旅游产业
扶贫，既要充分利用好资源禀赋，又要注意
不能盲目开发，要保护好乡村“乡味”，让“乡
愁”永存。 要精确精细做好易地扶贫搬迁户
的后续稳定发展工作，确保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能发展”，真正安居乐业。

隋忠诚还就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进行了
实地检查和调研。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文兰

“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帮扶，做好‘旅游+’
文章，发挥旅游综合带动功能，做脱贫攻坚
的坚定推动者……”11月27日上午， 中华五
岳联盟在南岳衡山发布共同宣言，积极推动
旅游扶贫新发展，让绿水青山变成贫困户的
金山银山。

11月26日至27日， 中华五岳七届三次
年会暨五岳联盟十六次会议在南岳衡山召
开。“五岳”代表齐聚南岳衡山脚下，围绕“旅
游扶贫·五岳同行”主题，探讨脱贫攻坚中知
名景区如何更好发挥社会责任。

“五岳”相关负责人分别分享旅游扶贫
经验，引起现场数百嘉宾共鸣。

“东岳泰山坚持‘景乡一体、共建共享’，实
施景区乡村一体化发展工程，做足做好‘泰山+’
文章……”泰山景区管委会宣传办主任马玉
飞介绍。

“西岳华山主要发力4个方面：选好旅游
扶贫项目； 加大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发
展林下养殖产业项目；投资建成方圣泉水项
目。”“北岳恒山着重打造绿色生态游和历史
文化游，带动当地贫困户发展农家乐、文艺
演出等旅游服务业。”“中岳嵩山明确古迹乡
村、民俗乡村、民居乡村等7个乡村旅游发展
方向，大力推进‘景区带村’‘能人带户’等旅
游扶贫示范项目建设。 ”

交流会现场十分活跃， 大家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数百名嘉宾侧耳聆听，频频有人
点头赞同。

作为此次联盟的东道主， 南岳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燕，向大家详细介绍南岳旅游扶贫
带来的新变化：田园变景区、资源变资本、农民
变股民，贫困户实现家门口脱贫致富。“南岳经
验”获得广泛好评，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今年以来，南岳先后举办“旅游扶贫·你
我同行”主题活动、“天下南岳·扶助三湘”精
准扶贫公益募捐等活动，建设旅游扶贫购物
街，推出旅游饮用水等重点旅游产业扶贫产
业项目，打造水濂村、龙池村、红星村3个旅
游扶贫示范点，让旅游成为助推脱贫攻坚的
“绿色引擎”。

近2个小时的交流会， 令与会嘉宾意犹
未尽。 临末，“五岳”相关负责人相约建立旅
游扶贫联动机制，形成合力，让旅游扶贫更
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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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刘文韬
宁夏日报记者 王溦） 为进一步加大湘江保
护和治理力度， 真正守护好一江碧水， 我
省拟对施行了5年的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
例》 作部分修改和完善。 今天下午， 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条
例的修正案草案 （二次审议稿）。

2012年9月 ，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在湘江流域水资
源保护、 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 党中央、 国务
院对水体的治理和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全面推行河 （湖） 长制、 实行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黑臭
水体治理等。 同时， 我省湘江保护工作也
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
形式予以规范和完善。

经过深入调研、 广泛征求意见和省人
大常委会初次审议， 二次审议稿就湘江流
域实行河 （湖） 长制、 水污染防治、 湘江
流域生态保护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二次审议稿明确规定湘江流域实行河
（湖） 长制管理， 并要求河长应加强巡查，
督促有关部门和下一级河长履行湘江保护
相关职责。 对未按照规定履行湘江保护职
责的部门和下一级河长， 河长可以约谈该
部门负责人和下一级河长， 也可以提请本
级政府约谈该部门负责人和下一级河长。

为加强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二
次审议稿明确了约谈制度， 拟规定对超过
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
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 省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并暂停审批新增重点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并且约谈情况应向社会公开。

对于黑臭水体的治理， 二次审议稿要
求湘江流域的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控源截污、
垃圾清理、 清淤疏浚、 生态修复等措施治
理黑臭水体， 并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
黑臭水体名单、 责任人及达标期限， 且每
半年向社会公布一次黑臭水体治理情况。

为加强湘江流域湿地保护， 二次审议
稿规定在湿地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开
（围） 垦、 填埋或者排干湿地； 永久性截断
湿地水源； 挖砂、 采矿； 倾倒有毒有害物
质、 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 破坏野生动物
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鱼类洄游通道； 滥采
滥捕野生动植物； 引进外来物种； 擅自放
牧、 捕捞、 取土、 取水、 排污、 放生， 以
及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宁夏日报记者 王溦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对于强化河湖
管理保护、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具有重要作
用。作为江河湖泊众多、水系发达的省份，湖
南实施河（湖）长制成效如何？ 11月27日下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
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情
况的报告。

省市县乡村五级共明确河
长3.57万人、湖长1052人

去年以来，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各项决策部署， 坚决落实
党政同责，省、市、县、乡各级党政负责人层层
担任河（湖）长，自觉履行河湖管理保护第一
责任人职责。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分
别担任省第一总河长和省总河长，并带头履
职，多次深入湘江、洞庭湖等巡河巡湖，把脉
会诊河湖保护治理。

在省级河(湖)长的示范带动下，省、市、
县、乡、村五级共明确河长3.57万人、湖长
1052人，各级河(湖)长主动巡河巡湖、履职
担责。 截至目前，全省共开展巡河巡湖223
万人次，交办问题15000余个，下发督办函、
交办单5000余件， 有力解决了一批河湖突
出问题。

全国首创“总河长令”，探索
建立民间河长制度

我省治水兴水任务繁重。为把河（湖）长制
引向深入，我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举措频出。

2017年10月， 我省在全国率先发布省总
河长令， 以省总河长的名义部署开展专项行
动，推动河湖突出问题整治。去年以来，我省先

后发布了“关于开展河长巡河行动的通知”“关
于开展‘僵尸船’专项清理整治的决定”“关于
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的决定”等5
个省总河长令， 集中整治了一批河湖突出问
题。我省这一做法得到水利部的高度肯定和推
广。

各地也积极创新举措，在推行河（湖）长
制工作中探索、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
和经验。 长沙市加大小微水体综合治理力
度，打通河湖的“毛细血管”；衡阳市、邵阳市
全面推行“河道警长”，设立河道警长300余
名，做到了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同时，拓宽公众监督参与渠道，探索建
立民间河长制度。 全省各市州共招募“民间
河长”“河长助手”等5452人，形成了政府、
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双河长制”，在加强
宣传政策、收集反映民意、及时发现河湖管
护问题、监督河（湖）长履职、搭建沟通桥梁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1至10月， 全省地表水
水质总体为优

在河（湖）长制实施过程中，我省相继在
洞庭湖及湘江流域开展工业污染、 养殖污
染、城乡生活污染、交通船舶污染等重点排
污源整治，在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推进排污口等突出环境问题整
治，使河湖保护初见成效。

去年以来， 全省共完成洞庭湖区4.3万
公里沟渠和2.4万口塘坝清淤疏浚；湖区、大
型水库642.65万平方米畜禽养殖退养；84处
砂石码头全面关停；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
4651亩；49个入河排污口、322个突出环境
问题完成整改销号。

今年1至10月，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

优。 34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
断面325个，占94.2%，比去年同期增加0.3个
百分点。

着力推进突出问题治理，健全
跨区域河湖管护协调配合机制

如何持续深入推进河湖治理与保护，切
实“守护好一江碧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结合报告，在审议中建言献策。

委员们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进
重点河湖以及突出问题治理。 大力开展非法
占河占湖、围湖围库养殖、城乡黑臭水体、自
然保护区内小水电等突出问题整治， 强化造
纸、钢铁等重点行业企业排污许可管理，坚决
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违规项目， 统筹
推进面源污染治理、人居环境改善、湿地修复
等各项工作。 同时，制定相关生态补偿政策，
建立河湖保护投入机制， 有效改善流域水生
态、水环境。

当前， 由于跨区域河湖管护难度大，容
易形成监管盲区。 刘宗林等委员建议，建立
健全跨区域河湖管护协调配合机制，抓住新
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契机，整合自然资源保护
和生态环境监管职能，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队伍， 加强河湖保护统一综合执法，
严厉打击涉河涉湖违法行为，维护河湖生态
安全。

针对打通乡村两级落实河（湖）长制“最
后一公里”问题，杨梅芳、邹学校等委员建
议，强化工作责任落实，进一步建立完善河
（湖） 长履职、 述职及考核等制度， 督促河
（湖）长严格履职。 同时，尽快制定河（湖）长
制地方标准，加强基层河（湖）长的业务指导
和学习培训，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向

“有实”转变。

郑闻 晨莹

“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
重‘绩’、留‘迹’不留‘心’。 ”11月26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
的讲话，切中“痕迹主义”的弊端。

科学适度的痕迹管理，是检验过程真伪、
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然而，痕迹管理发
展为“痕迹主义”，显然背离了初衷，异化为形
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新变种， 让基层苦不堪
言。

“痕迹主义”有多严重？ 一位基层干部说
得真切：“过去一年 ， 光领导讲话内部通报
发了 100多期 ， 各类会议纪要发了八九十
期 ，这还不算各种综合汇报 、专题汇报 、调
研简报……特别是今年以来，领导开口就要有
记录，开会就要出纪要，调研就要有微信，会议
就要有传达，‘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态。 ”

做工作，当然会留下痕迹。 但“痕”只是表
象，真正重要的是实绩。 正如泰戈尔有诗云：
“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因为
没有痕迹，就能说大雁没有从天空飞过吗？过
去有一句话叫“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固然偏
颇，但过于重视过程，不管绩效如何，恐怕也
是矫枉过正。

进而言之， 考察一个干部， 其显在的痕

迹、看得见的绩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
在的心迹和潜绩。 有一副对联流传很广泛：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
这话不完全对，但对“迹”和“心”的关系倒是
说得比较辩证。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辛勤耕耘，留下政绩，于己于
人都是好事。 但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
理准备，对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尽管千
辛万苦，很可能一时留不下什么痕迹，显不出
什么绩效。对于上级部门来说，就不能简单地
查痕迹、看绩效，而应该问口碑、看长远。

“痕迹主义”之所以盛行，根源在于有的
部门对中央精神理解不透，机械执行。有人反
映，现在各级各口的督察、检查、巡查接踵而
至，样样都要看记录、查文件、找“留痕”，一旦
发现所谓的“痕迹断档”或“留痕缺项”，就要
通报甚至问责，导致基层事事都要开个会、留
个记录以备查。 正如总书记所说，“这些问题
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
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真是急死人、害死
人！

“矜伪不长，盖虚不久”。 好在中央已经察
觉到“痕迹主义”的弊端，正在全力纠偏。期待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抓好落实， 真正把干部
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
二十八批11月26日8时至20时的群众信访举
报件132件，其中重点件10件。

第二十八批举报件中，按地区分布为：长沙
市34件，衡阳市16件，岳阳市15件，常德市14件，
郴州市、娄底市各9件，益阳市、怀化市各7件，张
家界市6件，株洲市5件，邵阳市、永州市各4件，
湘潭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1件。

前二十八批累计交办3581件， 其中重点件
293件。 分别为：长沙市937件，衡阳市365件，娄
底市258件，岳阳市256件，常德市、郴州市各233
件，邵阳市230件，永州市227件，湘潭市209件，
株洲市185件，怀化市172件，益阳市150件，张
家界市76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8件，省发
改委17件，省生态环境厅3件，省工信厅2件。 累
计举报数量较多的3类污染是大气、水、噪声。

（相关报道见5版）

湘江保护条例拟作修正
重点就实行河（湖）长制、水污染防治等进行完善

让江河湖泊长治久清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全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情况报告

痕迹管理可以有，“痕迹主义”不能要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二十八批132件信访件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陈向群会见新加坡驻华大使

我省两级人大代表小组负责人
在京集中学习

隋忠诚在怀化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精准精细到户到人
切实提升脱贫实效

�荨荨（紧接1版①） 要切实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支
持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来到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 乌兰走
进产业扶贫基地温室大棚， 详细询问贫
困群众家庭成员的就业和收入情况 。双
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 五里牌镇红福田

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特
色养殖，实现脱贫摘帽。乌兰说，脱贫攻
坚关键靠产业， 要完善企业与贫困群众
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企业带动作用，促
进贫困群众增收，实现稳定可持续脱贫。

在潘市镇龙溪村， 乌兰详细了解人
居环境整治推进情况， 肯定了祁阳县推

行“一拆二建三种四清洁”的做法。考察
东安县芦洪市镇乡村振兴示范片时 ，乌
兰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条例》，全面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作
用。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党的基层基础不断夯实。 持续整顿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全面推进党支部“五化”建
设， 全省建立“五化” 示范党支部3835个；
2008年以来，新建、改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2
万多个，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进一步强化。

自去年起，湖南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大
力推行“十大支持、十大放开”政策，全面推进引
才、聚才、育才、铸才、扶才、优才六项人才工程。
目前，在湘两院院士达80人，来湘工作的外国专
家每年稳步保持在5000人次以上，全省科技进
步贡献率和区域综合创新能力逐年提高。

“五岳”齐聚，论道旅游扶贫新发展———

“让绿水青山变成贫困户的金山银山”

11月27日，湖南都市职业学院举办2019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来自省内外的159家用人单
位提供120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了3600余名毕业生参与，当天签约1500余人。 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