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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于振宇

9月28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办法》《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办法》。这3部法规将分别于今年
12月1日、11月1日和明年1月1日起施
行， 对我省种质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利
用、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型省份建设将
发挥重要促进和保障作用。

当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新闻发布会， 邀请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主任吴秋菊， 省科技厅副厅长朱
皖，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斌，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陈冬贵，围绕3部法规的
相关情况进行解读。 发布会由省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新闻发
言人谢卫东主持。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保障用种安全

种子安全事关农业增产、 农民增
收。新修订的种子法实施办法，在保障
用种安全上作了哪些具体规定？

“保障用种安全是实施办法的核心
精神，也是此次修订的一个亮点，重点是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陈冬贵介绍。

保障引种安全。实施办法规定，引种
者应当在拟引进种植区开展符合相应时
间要求的适应性、抗病性试验，并报省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再
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林业主管部门
发布备案公告后，方可进行引种。

严格防范以试验之名代行推广之
实。 实施办法要求种子企业在自行开
展品种生产试验时， 其试验方案应当
事先报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林业主
管部门备案。

加强用种安全监管。 实施办法规
定了用种安全评价制度，即：省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已审定、登记、引种备案的农作物品种
和林木品种用种安全监督管理评价体
系， 组织开展用种安全监督管理评价
工作，公布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可以作
为提出撤销品种审定、登记、引种备案
建议的依据。

完善农村环境监管
机制，整治农业突出环境
问题

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针对农
村面源污染的严峻形势， 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条例重点规范了完善监管
机制、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并兼顾突出环境问题。

吴秋菊说，机制建设方面，条例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
业和农村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建立农
业污染源监测预警体系。面向农业现
代化，条例规定，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和设备，指导农业生产经营者科学施
肥用药、 发展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
强化基础建设方面，条例规定，对农
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划定功能区
域，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针对规模以下的畜禽养殖污染这
一突出环境问题，条例要求规模以下
的畜禽养殖专业户，应当根据污染防
治需要建设相应的雨污分流和粪污
贮存、 堆沤等污染防治配套设施，综
合处理养殖废弃物、养殖废水等。

“四禁 ”并 举 、严 格
执法，“静化”城市声环境

“噪声污染一直以来都是人民
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 也是投
诉较多的突出环境问题， 直接影响
着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 工作和学
习。对此，环境保护条例就城市建成
区内的噪声污染防治作了具体规
定。”吴秋菊说。

条例特别对夜间在居民住宅
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
筑施工作业，对在高考、中考等特殊
期间在考场周围产生环境噪声污
染， 对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或公共场所组织集会、娱乐、健身等
活动产生环境噪声污染， 对在商住
综合楼内经营歌舞厅、 酒吧等娱乐
业经营场所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等4
类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

“为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条例
还规定了相应的处罚， 对违法的单
位最高可处以2万元罚款。对违法的
个人， 比如在高考、 中考等特殊期

间， 在考场周围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
行为，最高可处以2000元罚款。”吴秋
菊说，“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看似平常
的活动，也不能‘任性’了。”

建立约谈和区域限批
制度，对政府履行生态环保
职责形成“硬约束”

环境保护条例在强化政府责任方
面，最具有“杀伤力”的是约谈和区域限
批制度。这两个制度，对政府履行生态
环保职责形成了强有力的“硬约束”。

姚斌介绍， 约谈制度主要从谁约
谈谁、什么情况下约谈、约谈后怎么办
3个方面予以明确，增强了可操作性。
条例规定， 省人民政府及其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约谈下级人民政
府主要负责人，并向社会公开。同时，
条例明确了约谈的9种具体情形，包
括目标考核不达标的2种情形、过程管
理不到位的2种情形、触碰生态环境安
全底线的3种情形、干预环境执法的2
种情形。 条例还要求督促落实约谈问
题整改，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督促被约谈地区
的人民政府采取措施落实约谈要求，
并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 对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的和未完成环境质量目标
的两种约谈情形， 还将和区域限批形
成“组合拳”，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暂停审
批该地区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强化监管， 严格执法，
让环保法规制度落地生根

“环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重点要
抓好贯彻落实， 让法规制度落地生根。”
姚斌说，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除了将
广泛加强宣传， 着力提高全社会的环境
保护意识外，还将强化监管，严格执法。

姚斌说，条例在监管理念、制度设
计、 保障措施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
创新， 是各级各部门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法律武器。 各级政府各
有关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管理， 认真
履行职责，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各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学好法规、 吃透法

规、准确领会法规，根据条例赋予的职
责，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加强统一监督
管理，确保条例规定落实到位。

环保执法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落实的成效，关系到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和生态环境权益能否
得到保障。姚斌表示，我们将按照条例
的相关规定，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为基本手段的监管机制，紧紧抓住企
业主要负责人这一“关键少数”，充分运
用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高度
重视群众举报、日常监管、监督性监测
等线索，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着力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通
过严格执法， 倒逼环境保护责任的落
实，维护条例的法律权威。

突出科技成果转化尽职
免责机制的建立 ， 突出对
单位负责人的考核

吴秋菊介绍，与原实施办法相比，
新修订的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办法具有6大亮点。

更加突出对科技人员及从事成果
转化人员的激励。实施办法明确了对科
技人员给予奖励、 报酬的标准和方式，
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更
大力度的激励措施对科技人员实施奖
励。同时明确，可以给予科技成果转化
中介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事科

技成果转化人员适当的奖励和报酬，从
而达到进一步激发工作积极性的目的。

更加突出财政的保障作用。 实施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年
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并进一
步明确了科技成果转化财政经费的具
体用途。与原实施办法相比，投入要求
更明确，规范要求更加严格。

更加突出对重点转化项目的支
持。 为推动重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
实施， 促进科技成果更多应用到民生
改善、资源环境、农业农村等方面，实
施办法强化了政府对重点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的支持， 规定了招标、 示范推
广、组织实施等一些具体方式。

更加突出尽职免责机制的建立。
针对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以及国
有企业相关负责人普遍对科技成果转
化中的国有资产处置有决策风险的顾
虑，甚至“不敢转化”的问题，实施办法
规定了尽职免责机制， 明确了勤勉职
责的构成要件， 规定相关负责人已履
行勤勉尽责义务， 且未牟取非法利益
的， 免除其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
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更加突出对单位负责人的考核。
实施办法规定， 政府设立的研究开发
机构、 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科技、财政等部门，将科技成果转化情
况等纳入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及
负责人的考核内容。 国资部门应当将

国有独资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科技
成果转化效果等纳入企业及负责人
的考核内容。

更加突出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
设。为加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实施办法规定，将科技
成果转化人才纳入相关科技人才计
划，落实相关待遇。同时规定，省科技
部门应当依托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等
单位建设技术经理人培养基地。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创办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科技中介服务是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能够促进技术
与资本、人才等要素的结合，加速科
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实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办法对于鼓励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发展作出了哪些规定？

朱皖说， 我们在立法调研时发现，
我省中介服务力量相对薄弱，服务机构
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为此，我们在
实施办法中作出规定，鼓励社会力量依
法创办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技术评
估、技术经纪、技术交易、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活动；鼓励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依法成立行业协会。
同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在引导资金、平台建设、政府购
买服务、 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措施，扶
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支持符合条
件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承接政府委托
的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规定，不断促进
我省科技中介服务力量发展壮大，进一
步加速我省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法治，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护航
———新修订的实施《种子法》办法、《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办法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