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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橘子洲焰火吸引超过30万人次
现场观看， 一天10万人登岳麓山，某
餐馆排队7000余桌开启“限号”模式，
还有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新华联铜官
窑古镇等热门景区强势刷屏……“五
一”小长假长沙迎来355.76万人次“打
卡”，成为“新晋网红城市”。

长沙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对城
市发展益处不需多言， 但透过这份
红火，应该有更多的思考。

一是，城市有个性，越来越重要。
长沙的个性对老长沙人而言是 “日
用而不觉”，对游客来说却充满魅力。
比如， 山水洲城的丰富元素令人流
连， 重要节日绽放的焰火被网友不
断“表白”，日常饮食被“吃货”们隔空
垂涎。 今天的游客特别是年轻游客
已不再满足于逛一逛传统名胜古
迹， 同时对街头巷尾的特色景观充
满了好奇心， 他们更多奔着一个城
市的个性而去。

分析长沙的城市个性，随便就能
列举好几个维度：城市品牌彰显，如
堪称国内最具特色的岳麓山大学科
技城， 以湖南广电为支撑的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 对年轻人都很有
吸引力；公共空间提质，如岳麓书院、

橘子洲、省博物馆等人文景观越来越
吸引人；美食、集市文化渐成品牌，解
放西路酒吧街，冬瓜山夜宵街，诞生
于长沙的网红饮品 “茶颜悦色”，“亚
洲最大小龙虾馆”等等，都话题性十
足、名声日盛、拥趸者众。

当外部世界已用全新眼光丈量
城市价值，城市也需要“重新发现自
己”。 在城市建设中如何放大自己的
特质，从而避免千城一面，长沙的探
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二是，城市善于宣传，也越来越重
要。在抖音上输入“长沙”二字搜索，不
搜不知道，一搜开了眼界。全年“飘雪”
的长沙中茂城南楚古都、 美如画的橘
子洲焰火、古韵盎然的太平街、长沙第
一高楼国金中心等都是网友必到 “拍
抖” 地点。 各类美食视频拍得生动有
趣，不仅让人垂涎三尺，更顺带将长沙
的美食名店一网打尽。此外，长沙的政
府职能部门、 企事业单位也纷纷注册
“官抖”，发布各类政务信息。 可以说，
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长沙早已是“抖
友”们公认的“网红城市”。

“网红城市”反映的是城市营销
的觉醒。接下来，如何借“网红”之势，
让关注红利变成长久的发展红利，对
长沙来讲是一个不简单却大有意义
的课题。

三湘时评

长沙凭什么跻身“网红城市”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田拥军

对脱离实际的大广场、宽马路等“形象工程”
一律不予审批； 实打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旅游
景区门票价格……今年以来， 省发改委全面对标
中央精神，严格按照省委最新决策部署，向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开刀。

“我们将一项一项跟进落实，确保‘事事有着
落、条条见成效’。 ”5月5日，省发改委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对及时发现的问题，将明确整改目标、举
措和时限；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将健全机制，
防止反弹回潮。

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服务能力
今年初， 升级改造后的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全新亮相。点击页面，企业投资项目基
本情况、实施进度等一目了然。

今年，省发改委全面推行“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 积极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
台建设， 有效提升了信息系统的整合共享。

大幅精简文件、会议。除下达资金、批复项目等
文件外，今年省发改委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到县
级以下地区召开的会议，预计均将减少三至五成。

为引导各地树立正确政绩观， 省发改委强化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对脱离实际的“形
象工程”一律不予审批。

3月，省发改委相继发布通知，要求严禁审批
建设楼堂馆所、大广场、新地标建筑等“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对资金来源不落实或未制定资金平
衡方案的项目一律不予批准。

近期，省发改委共批复了8个政府投资项目可
研报告，市州及县市区发改部门共批复758个政府
投资项目可研报告。 上述项目均不属于“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且全部落实了资金来源或制定了
资金平衡方案。

实打实“降本清费”，优化营商环境
宁乡密印景区、长沙铜官窑谭家坡遗迹馆等6个

景区实行免费开放；韶山滴水洞、天门山景区、张家
界大峡谷等27家景区的门票或配套服务降价……

今年“五一”假期前，省发改委进一步降低旅
游景区门票价格， 扩大景区优惠政策受惠人数，
让游客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得益于政策直接带动， “五一” 假期全省游
客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20.89%和
24.59%。 预计全年可减少游客支出10亿元左右。

景区门票降价， 只是省发改委今年送出降本
清费“大礼包”的一部分。

今年，我省将有效降低涉企收费和物流成本。
从4月10日起， 我省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降
低30%，药品注册费降低10%，有效降低医疗器械
和药品生产企业成本。省发改委拟于6月底前再取
消、降低、放开一批涉企收费。 预计全年可为企业
减负2.5亿元。

截至4月底，中铁广州局集团公司等铁路货运
单位取消清扫除污、验关手续等6项收费，降低货
车延期占用费等4项收费， 可降低企业负担8300
万元以上。

我省在今年降低增值税税率后， 还相应降低
电价、气价、油价。

4月1日起，涉及电价、气价、油价的4个降价
文件开始实施。 其中， 目录电价每千瓦时下调了
1.79分，汽油、柴油（标准品）每吨分别下调225元
和200元， 省内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每立方下调
0.04元至0.14元。 预计全年可为企业减少用能成
本约33亿元。

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今年是我省“优化营商
环境执行年”，省发改委将于近期推进15项优化营
商环境重点改革，破解100项企业和群众“最烦”

“最痛”“最怕”“最盼”的重点问题，开展35项优化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为我省创造更加优良的营商
环境。

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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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刀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唐莎） 今天上午， 周谷城故
居列为农工党中央党史教育基地揭
牌仪式在益阳市举行。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龚建
明出席。 省政协副主席、 农工党省
委主委张灼华主持揭牌仪式。

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
领导人， 也是蜚声中外的学者、 著
名的历史学家， 杰出的爱国民主战
士、 政治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
密战友。 他一生为中国革命、 建设
和改革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谷
城于1898年出生在益阳市赫山区欧
江岔镇长东湖村。 周谷城故居于
2016年12月修缮完成并对外开放。
目前 ， 故居共呈现场景文物 103
件、 周谷城著作46种78册、 珍贵藏

书40余本。 故居以时间为主线， 通
过60多张纪实照片， 图文并茂地展
示了周谷城的生平事迹、社会活动、
家乡情节以及社会评价与后记等内
容。

龚建明指出， 将周谷城故居列
为农工党中央党史教育基地， 使故
居成为农工党同志和社会各界学习
了解周谷城同志光辉一生、 特别是
参与和领导多党合作事业光荣历史
的重要场所， 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
农工党湖南省委和益阳市委在地方
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建好、
用好、 管好党史教育基地。 希望广
大农工党员借助党史教育基地， 学
习农工党前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
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周谷城故居列为
农工党中央党史教育基地

龚建明出席揭牌仪式

荨荨（上接1版）
督察反馈以来， 湖南省对违法排污的工

业企业责令整改4326家，立案处罚1360起，罚
款金额超过8000万元； 对生态环境问题背后
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约谈
党政干部1469人次、 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
理1950人； 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背后存在的
权力寻租、“保护伞” 等违法犯罪问题， 实施

“一案三查”，移交司法处理255人，发挥了极
大的震慑作用。

湖南省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作，边
督边改，立行立改，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截至2019年3月，督察
组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结， 其中责
令整改1825家；立案处罚368家，罚款2385.6
万元；立案侦查32件，拘留35人；约谈245人，
问责198人。

督察指出， 湖南省第一轮督察整改工作
虽然取得重要进展， 但一些整改存在标准不
高、工作不实，一些地方和部门办法不多、担
当不够，部分整改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甚
至存在敷衍整改、 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等情
况。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仍不够到
位。 有些地方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领会还
不到位，表态多、 行动少， 部署多、 落实少。
有些地方整改力度不大， 要求不高， 生态环
境保护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一些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还要依靠领导批示或上级督察督办才
能引起重视、 推动解决。 益阳市没有把督察
整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攻坚克难的决心与
担当不够， 态度消极、 行动拖沓， 以致许多
整改任务久拖不决， 水环境问题依然突出，
群众反映强烈。 益阳市18项整改任务中， 除
长期整改任务外， 其余15项任务有7项未完
成或未达到序时进度； 全市涉锑污染整治工
作部署不力， 导致大量严重超标的高浓度含
锑、 砷废水直排外环境； 在医疗废物处置设
施建设遭遇邻避问题阻力后， 不是采取有效
措施化解矛盾， 而是畏难不动、 搁置项目。
全市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2017年大通湖断
面水质仍为劣Ⅴ类。

一些地方担当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
部分项目甚至在第一轮督察反馈后顶风违
建。株洲市在“回头看”督察期间提供不实信
息，声称位于绿心地区的“北欧小镇”房地产
项目已于2017年5月后全面停建， 但督察发
现，该项目在此后仍违规建设24栋高档别墅，
当地对此没有坚决制止，没有查处到位。长沙

浏阳市金科山水洲一期别墅、 长沙县丽发新
城三期和怡海新城三期等房地产项目， 也在
第一轮督察反馈后继续违规建设， 占用绿心
面积478.5亩。

张家界市在组织制订大鲵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水电项目退出方案时原则性不强， 在延
长水电站退出时限、 增加水电站保留数量上
一变再变， 在湖南省多次要求优化方案的情
况下， 仍将部分违规水电站退出时限设置为
2038年， 甚至将拟保留水电站数量由24家增
至40家。截至“回头看”时，全市仅退出水电站
17座，退出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年引水量均
不到全部的1%。 在保护区设立后， 建于核心
区、缓冲区的23座违规水电站，仅6座退出发
电功能。

2015年以来， 衡阳常宁市为矿产开发和
风电等项目三番五次申请调整大义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边界。第一轮督察反馈后，衡阳市及
常宁市不但没有清理保护区内违规设置的采
矿权、探矿权，反而刻意回避问题，为矿产开
发“量身打造”整改方案，以调整保护区范围
代替整改，以致保护区内矿山一直野蛮开发，
生态破坏严重。 原湖南省林业厅作为主管部
门，对常宁市保护区规划调整申请把关不严，
甚至有意“放水”，致使358公顷面积被调出保
护区范围。

二是责任落实不够到位。 一些部门和地
方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时， 没有真正形
成自觉行动，部分整改工作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落实不力。 原省经信委淘汰小造纸落后产
能工作不严不实， 以特种纸无法折算箱板纸
产能为由，回避落后产能概念，模糊全省小造
纸淘汰政策。截至“回头看”时，全省276家造
纸企业中， 仍有70多家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
生产设备。

省畜牧水产局对禁养区划定和清退工作
底数不清，上报数据失实，整改推进不力。“回
头看”发现，一些地方禁养区“应划未划”；一
些地方禁养区“应退未退”。截至2018年11月，
全省禁养区内仍有89家规模化养殖场和2000
多家养殖专业户尚未清退到位。

原省环保厅对危险废物超期贮存问题调
查研究不足，截至2018年11月底，全省超期贮
存危险废物的处置工作仅完成一半左右。督

察发现，全省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但一些
已建成的处置设施却没有发挥作用。 娄底市
锡矿山砷碱渣无害化处置中心于2017年8月
正式停产后， 锡矿山地区历史遗留的15万吨
砷碱渣及每年新产生的数千吨砷碱渣无法得
到处置。

三是一些地方敷衍整改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地方以历史遗留问题为借口， 拖拉应对
整改工作。 怀化市溆浦县对江龙锰业公司历
史遗留锰渣、江东湾锑矿区3处采矿废渣等污
染问题十多年未开展实质性整治工作，“等靠
要”思想严重。湘西州花垣县矿业采选污染问
题整治进展依然缓慢。

郴州市北湖区擅自变更芙蓉矿区遗留含
砷废渣治理项目选址， 导致建设的危险废物
填埋场不能投用。 芙蓉矿区遗留约29万吨含
砷废渣仍原地堆存， 仅采取表层简易覆土方
式敷衍应对， 无任何防渗措施， 环境风险突
出。临武县对聚鑫锰业公司在溪边露天堆存8
万吨锰渣仅表层简易覆土，即公示办结。永州
市在“回头看”进驻前一天，对全部8家没有完
善配套污染治理设施、 厂区粉尘无组织排放
严重的富锰渣企业紧急下达停产通知， 应付
督察。

涟源市敷衍应对群众多次投诉的汇源煤
气公司环境污染问题， 无视其日均浓度连续
超标的事实，草率认定群众投诉不实。娄底市
新化县处理群众投诉不严不实， 在权威部门
出具土壤监测结果并显示超标的情况下，仍
然认定群众投诉不实。 郴州市对群众长期投
诉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整改
不力，搬迁工作严重滞后。

四是表面整改、假装整改仍有发生。永州
市对区域内3个断面重金属超标问题不重视、
不研究、不部署，市级层面至今未出台专项整
改方案。 紫云矿区大量历史遗留矿渣露天堆
放， 整治缓慢， 但仍然上报整改达到序时进
度。

临武县在处理群众反映多年的石珠兜村
饮用水井污染问题时， 无视村民家中末梢水
浑浊度、氨氮均超标的事实，公示称“石珠兜
村内水质正常”。2018年7月再次接到投诉后，
又以更宽松的水源地取水水质标准作为判别
依据，再次掩盖末梢水氨氮超标事实。直到此

次“回头看”进驻前，县政府迫于问责压力，才
着手解决该问题。仅用时一周、耗资二十万元
便基本解决， 与之前群众长期投诉未果的情
况形成鲜明对比。

专项督察发现，近年来，湖南省加大洞庭
湖生态环境整治力度， 推进解决一批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 但洞庭湖区污染防治工作还有
明显短板，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生活污水污染问题仍然突出。 洞庭湖区
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普遍滞后， 绝大多数城市
仍用雨污合流的排水系统， 大量超标污水排
入河湖。 岳阳市主城区雨污分流排水管网缺
口达558公里， 每日近7万吨污水只经简易
处理即排入东风湖、 芭蕉湖。 益阳市每日近
6万吨污水溢流排放， 环境污染和风险突出。
湖南省要求洞庭湖区30座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工作在2018年底前完成， 但截至督察
时仅完成3座。 湖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滞后， 近250个乡镇生活污水直排环
境。

一些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混乱。 湖南岳阳
绿色化工产业园云溪片区违法填占松杨湖水
面92.5亩，并违法违规调整规划将填湖地块合
法化；废水偷排问题严重；园区污水处理厂经
常超标排放；松杨湖水质为劣Ⅴ类。临湘工业
园区滨江产业区废水处理厂长期不正常运
行。部分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设施疏于维护，
环境监管大打折扣。

石煤矿山生态破坏严重。 石煤矿山露天
开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监管失职失责问题
突出。 益阳市宏安矿业有限公司排放高浓度
含镉废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十分严重。桃
江东方矿业有限公司偷排石煤矿山废水。绝
大多数已停产的石煤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得不到落实。

养殖污染问题依然严重。 禁养区内仍有
16家畜禽养殖场、678家养殖专业户逾期未关
停退出，一些畜禽养殖场污染严重。一些地区
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补助资金疏于监管。矮
围网围清理整顿不到位。岳阳市芭蕉湖、岳阳
县东洞庭湖保护区实验区、 汉寿县西洞庭湖
保护区实验区内还有大量精养鱼塘， 污染十
分严重。

督察要求，湖南省委、省政府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正确处理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 要坚守
阵地， 巩固成果， 以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为契机， 坚决推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要始终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 将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向纵深
推进； 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诉求，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湖南省高质量
发展。 要依纪依法严肃责任追究， 对失职失
责问题， 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
厘清责任， 并按有关规定严肃、 精准、 有效
问责。

督察强调，湖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察
反馈意见，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
作日内报送国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
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问题进行了梳理， 已按有关规定移交湖南
省委、省政府处理。

杜家毫表示，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的反馈意见既肯定了我省抓督察整改取
得的积极进展， 又严肃指出了存在的差距不
足和突出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对我
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保工作、 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是有力推动和促进。省委、省政府照单
全收、诚恳接受，将切实担负整改主体责任，
深入查找剖析原因，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逐一
明确牵头领导、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时限要
求，坚决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杜家毫强调，要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切嘱托，切实增
强抓整改落实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
性。要进一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生态环保问题。 要进一
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推动“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落到实处，加强环保
督察问责和生态环境执法， 坚决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
结合，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创新，建
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机制。 要进一步树
牢新发展理念， 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适应绿
色发展要求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持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 倡导绿色生活方
式，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湖南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

长沙黄兴大道
提质改造完工

5月5日， 机动车在长沙经开区
黄兴大道上行驶。 黄兴大道是长沙
经开区连接长沙城区的南北向主要
交通干道。 2017年7月，黄兴大道及
片区改造项目启动， 经过近两年时
间的施工，全长7.8公里的黄兴大道
提质改造项目完工， 于本月初全线
通车。 改造后的道路从过去的双向
六车道扩宽为八车道， 路面全部改
成了沥青路面，车辆通行更为顺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