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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省政府
新闻办 6 月 2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省通过施行土地管理新措施，健全土
地管理机制，变“重审批轻监管”为“每一
宗土地全程监管”，变“交办问题”为“交
办任务”，变“粗放式”管理为“精细化”管
理，逐步建立起适合我省省情的土地管
理制度，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释放
出更多的土地红利。

审批，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

今年1至5月，全省共批准用地总面
积11.49万亩,同比增长60.49%。

批地大幅增长，与我省用地审批改革
密不可分。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赖馨正介绍，近年来，湖南坚持实行

“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用地审批原则，
全面实行“可报尽报、应审尽审、省配指标、
限期供地”的工作模式，大力支持市县用地
报批；其中省级以上重点项目全部纳入“绿
色通道”，只要是符合报批条件的项目，各
地均可上报，不受计划指标限制。

疫情袭来，这样的用地审批制度让
省自然资源厅充分发挥出自然资源基础
性、保障性、服务性作用，为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提供了坚强的用地保障。

疫情期间，省自然资源厅允许疫情
防控建设项目先行用地，共确保18个疫
情防控建设项目先行用地；优先保障了
医疗卫生设施和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等
项目所需用地计划和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省自然资源厅还推行工业用地弹性
出让，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畅通审批流程的同时，用地审批配
套服务不断优化。在审批时限上，省自
然资源厅简化资料、压缩时限，整合职
能、下放权限，升级系统、网上审批，审批
时限压缩至15个工作日。在不动产登记
服务上，全面推进“互联网+登记”，实行
抵押登记“零跑动”“不见面”。截至5月
底，全省办理不动产证书 53.39 万本，办
理抵押登记 24.18 万笔，实现抵押金额
5583.09亿元，同比增长47.74%。

管理，对每一宗土地实行全程监管

以前，土地资源利用是简单的“一卖
了之”；如今，我省变“重审批轻监管”为

“每一宗土地全程监管”，在出让土地的
用途管制、功能设置、业态布局、土地使
用权退出等各个方面，加强土地“全生命
周期”的动态监管。

这样一来，土地资源是否“物尽其
用”或“未尽其用”，一目了然，土地批而
未供、供而未建等问题，得到实时预警和

高效处置，进一步推动了土地的高效、节
约集约利用。

今年省自然资源厅先后建设运行了
用地审查报批联审、土地批后监管等信
息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月清“三
地”信息化工作平台，即每月对撤批土
地、闲置土地、违法用地三类土地问题做
到月发现、月处置、月清零。

通过动态监测，我省处置批而未供
土地 10.28 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4.17 万
亩。根据1至5月处置情况核算，预计全
省可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7.5万亩。

“土地全过程管理，还可以加强问题
研判，有助于我们分类施策，全力以赴推
进增量问题每月处置、存量问题限期清
零。”赖馨正说，如今省自然资源厅可以
做到不单只把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指出来，而且能够逐个问题确定处置
措施和处置要求，并转化为具体任务清
单交办给市县，即由“交办问题”变为“交
办任务”，促进市县“月清月结”。

整治，严格实行“先问责、再整改”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省耕地保护
对保持全国粮食生产安全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我省立足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坚
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通过严格落

实用地报批和动态监测“两个占补平
衡”，要求各地项目报批前，必须先行完
成补充耕地，做到先补后占、占一补一、
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省自然资源厅坚持“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后果严惩”，坚决压制违法用地；严
格实行“先问责、再整改”，发现违法审
批、执法不严、压案不查等问题，从严处
罚。

“当前湖南批而未供、闲置土地、违
法用地问题一直居高不下，造成了大量
土地资源浪费，是当前土地管理面临的
主要矛盾问题。今年我省打出批而未
供、净地出让、闲置土地和违法用地攻坚
战的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对整治违法
用地问题颇有成效。”赖馨正说，今年前5
月，湖南发现疑似违法图斑 20605 个共
20.13 万亩，省自然资源厅直接派出 310
多人进行外业核查，核查认定违法用地
882宗0.95万亩，重点督办了115宗0.33
万亩，在全省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省自然资源厅将继续通过建立健全
全省耕地保护监管信息系统，加强对违
法建设、村民建房、非农建设损毁、自然
灾毁等9类占用耕地情况动态监测，积极
开展闲置土地清理与盘活专项督察、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督察，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责任。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见习记者 刘奕楠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
节前开始的这场声势浩大的“龙舟
水”即将告一段落，端午带着粽子
和艾叶的清香向我们款款走来。

6月24日，省气象局举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近期强降水过程和端
午天气情况。据省气象台天气预报，
端午节当天（25日）是本轮强降雨的
最后一天，假期后两日雨水减弱。全
省气温适宜，总体利于出行。

暴雨落区主要集中在湘西
半部，夜雨多、小时雨强大

6月20日晚上开始，我省出现
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
程。一条东西向暴雨带率先“光
临”湘西、湘西北地区，多地出现连
续的暴雨大暴雨天气。4天以来，
暴雨带的“脚步”由湘西北缓慢逼
近湘西南方向。6月20日20时至
24日8时，3天半时间内，累计雨量
湘西、湘北和湘中共 58 个县市区
的950个站点超过50毫米。

“夜雨多、小时雨强大，是本轮强
降雨的主要特征。”省气象局高工潘
志祥介绍，22日和23日夜间，怀化、
娄底西部、邵阳西部等地多个站点降
雨超过100毫米；另外，20日以来有
29个站点小时雨强超过50毫米。

气象预报称，25日是本轮强降
雨的最后一天，26日开始强降雨范
围将缩小，28日至30日，湘中及以
北地区还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
再次发布

6月24日，省气象台再次发布
暴雨橙色预警：预计24 日20 时至
25日20时，长沙、株洲北部、湘潭、
衡阳北部、邵阳、岳阳东南部、永州
北部、怀化南部、娄底东部部分地
区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
有雷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需加强防范。

根据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孕

灾条件，结合省气象局短期气象预
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
联合会商得出结论：自 6 月 24 日
20 时至 25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
湘西南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
灾害风险大（橙色预警），湘中、湘
东、湘西南大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
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警）。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
商得出结论：自 6 月 24 日 20 时至
25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永州市、
怀化市、邵阳市、娄底市、衡阳市、
长沙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蓝色预警），怀化市、衡阳市、邵阳
市、娄底市、株洲市、长沙市、湘潭
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
较大（黄色预警），邵阳市、株洲市、
长沙市、怀化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
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24
日 25 日两天强降雨过程对沅水、
资水和湘江上游的影响，并注意防
范湘西、湘中部分地区强降雨引发
的山洪、中小河流域洪水、地质灾
害、城乡积涝等灾害。

端午节当天仍有较强降雨，
但整体宜出行

端午假期（25 日至 27 日），全
省气温适宜，湘东以多云天气为
主，总体利于出行。6月25日湘西
南局地有较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
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

假期具体天气预报为，25 日，
湘西南部分地区强降雨持续，有大
雨，其中怀化南部、邵阳西部局地
有暴雨；湘西北多云，其他地区多
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26 日，省内雨势减弱，雨区北
移，湘西、湘北小到中等阵雨或雷
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27 日，省内多阵性降雨，其中
湘西北部分大雨，湘东南晴热天气
为主，气温回升。

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 25
日强降雨造成的路面积水、湿滑及
低能见度对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
注意出行安全。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沙
兆华 通讯员 石忠）5月27日，既往
患有乙肝丙肝病的永州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戒毒人员王某，病情突然加
重，被诊断为重度病毒性肝炎，随即，
王某被转到了省麓山强制隔离戒毒
所特殊病收治中心。经过精心治疗
和护理，王某病情一天天好转，6月
19日，他身体完全康复。

近年来，我省司法行政戒毒系
统着力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有效解决
特殊病戒毒人员收治管理难、戒毒人
员安置就业难等问题，在实践中提升
戒毒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针对特殊病戒毒人员医治难
度高、分散风险大的情况，省戒毒
管理局将2017年新建成的省麓山
强制隔离戒毒所定为特殊病戒毒
人员专管所，该所自开展收治以
来，实现了对全省特殊病戒毒人员
应收尽收。截至目前，已集中接收
患有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特殊病
戒毒人员 1680 人，通过科学精心
诊疗，使特殊病戒毒人员的病情均

得到有效控制，有的还得到彻底根
治，让生命重新焕发生机。

2005年2月，岳阳县新墙镇清
水村的谭某因吸毒贩毒获刑6个月，
出狱后，他在家打零工。2017年8
月，“千里行”岳阳自愿戒毒团队吸收
他为一员，谭某通过参加禁毒宣传和
社会公益活动，感到生活快乐而充
实，2018年，谭某成立“千里行家政服
务社”，为社区居民免费维修水电，昔
日的“瘾君子”蜕变成乐于助人的人。

2017年以来，省戒毒管理局对
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实行动态跟踪
管理，通过设立戒毒人员帮扶基金、建
立过渡性就业安置基地、与社会企业
签订安置就业协议等途径，为戒毒人
员就业创业及回归社会提供帮助。
如今，“千里行”自愿戒毒团队、“黄丝
带”团队、芒果V基金已经成为后续照
管和帮扶的品牌。目前，戒毒人员自
愿组成了戒毒典型帮教团队75个，帮
助近6500名戒毒人员出所后保持操
守1年以上，2000余名戒毒人员获得
稳定的就业、开启新的人生。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近年来，一些事关“扶不扶”“劝不
劝”“追不追”“管不管”的社会新闻，让群
众在实施自助和救助行为时面临着难以
揣度的法律和道德风险。民法典中新增

“自助行为免责”条款，规定情况紧迫不
能及时获得公力救济时，实施必要、合理
的自助行为可以免责。

老百姓遭受不法侵害时更有底气，
守法者不用再为他人过错买单。6月23
日，记者采访宁乡市人民法院法官刘海
涛，对此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
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
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
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
关处理。

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
去年7月的一天晚上，胡田在宁乡沩水

边取车时发现车窗玻璃被砸，车内皮包被
盗。车边恰巧有一名形迹可疑男子杨某，
胡田前去追赶，杨某跳水游走，胡田报警，
经警方搜救未果。两天后，该男子的尸体
在沩水下游被发现。去年11月，死者亲属
将胡田诉至法院，索赔30万元。

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胡田基
于杨某深夜在自己车边形迹可疑、自己
车内财物失窃且杨某经喝问无应答逃跑
的情境，认定杨某有盗窃嫌疑而追赶，属
于公民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能
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时的一种自助行
为，法院判决驳回了杨某亲属的诉讼请
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
判。

【解读】

自助行为免责 及时伸张社会正义

“民法典新增‘自助行为免责’条款，能及
时伸张社会正义，让司法更有是非，让人民群
众在遭受不法侵害时更有遵循、更有底气
了。”刘海涛法官指出，自助行为是对公权力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补充行为，也是一种出
于自然人的本能自我保护行为。该条款赋予
了公民在紧急情况下更大的行为自由，体现
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目的。守
法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譬如餐馆遇到吃

“霸王餐”者，载客运输遇到拒不付账者，或者
财物、遗忘物被盗窃、被侵占时，侵权人如果
当时离开便难以再追查其身份，且一时来不
及报警求助，受害人就可以采取扣留侵权人
的随身证件、适当财物或者短时间内不让其
离开等必要、合理的措施，同时立即报警等待
处理，以避免自己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

刘海涛告诉记者，为防止滥用权利侵
害他人，民法典同时规定了实施自助行为的
几个法定要件：一、必须是合法权益受到不

法侵害的情形，如果对方的行为合法或并没
有侵害行为人的合法权益，显然就不能适用
自助行为条款；二、必须是情况紧迫，不能及
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譬如侵权人不愿前往
或等待有关国家机关处理，甚至在警察到场
处警前就要离开；三、必须是不立即采取措
施将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
损害；四是采取的措施应当在必要、合理的
范围内。

“自助行为必须合理、不超过必要限
度。”刘海涛强调，实施自助行为时要注
意，用轻微方法便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
采用比较严重的方法，对物可以达到目
的的，不能对人。民法典规定，实施自助
行为后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
理，目的是通过国家机关的及时介入以
尽早结束私人的控制行为，减少和避免
损害的进一步扩大，避免对抗升级、事态
恶化，毕竟自助行为只是一种时机紧急
来不及获得公力救助时的暂时的替代手
段。如果在实施自助行为后有条件请求
国家机关处理而怠于请求，对其后造成
相对人的损害，则可能须承担法律责任。

变“重审批轻监管”为“每一宗土地全程监管”，变“交办
问题”为“交办任务”，变“粗放式”管理为“精细化”管理——

释放更多土地红利
大雨“高调赶顶”
防灾枕戈待旦

25日还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全省气温
适宜，总体利于出行

特殊病员定点收治 回归人员跟踪管理

省戒毒管理局创新方式
破解工作难点

打开
民法典

湖南日报主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办

守法者不用为他人过错买单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周
月桂）今天，万兴科技入驻中国（长
沙）信息安全产业园签约仪式在长沙
举行。根据协议，万兴科技将把长沙
打造成国内第二总部，大幅扩充科研
技术人才队伍，完善辐射全国以及全
球的服务、营销体系，助力长沙“软件
再出发”行动计划。

万兴科技是一家数字创意软件
领域的领先企业，旗下明星产品包括
万兴喵影、万兴优转、亿图图示、
Filmora、 Filmstock、 Fotophire
等。作为中国软件出海标杆，万兴科
技率先把产自中国的付费软件卖到
世界各地，目前已在深圳、温哥华、东
京、长沙和台北等地设立了运营中
心，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以来，长沙吹响“软件再
出发”的号角，出台《长沙市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三年（2020－
2022 年）行动计划》，瞄准软件以
及应用场景等重点领域精准发

力。作为长沙创新发展的排头兵，
长沙高新区聚集了长沙市约 80%
以上信息安全产业企业。长沙高
新区信息产业园党工委书记肖勇
军表示，万兴科技有着全球化布局
大平台、突出的人才优势和高度契
合市场需求的软件业务，入驻高新
区信息安全产业园，将对园区发展
和服务带来更好的引领和提升。

万兴科技董事长吴太兵介绍，
万兴科技于2018年在长沙设立全
资子公司，此次入驻中国（长沙）信
息安全产业园，将在长沙打造万兴
科技在国内的第二总部，完善辐射
全国以及全球的服务、营销体系，
同时也将从品牌、营销、管理等方
面，助力更多本土企业出海发展，
共同探索“软件再出发”新动能。

另据了解，万兴科技日前与中
南大学计算机学院开启了战略合
作，将在人才培养、技术合作、应用
基础研究三个大的方面深化合作。

数字创意软件领域的领先企业，中国软
件出海标杆，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万兴科技国内第二总部落子长沙

月桂聊天

6月24日，洪江市洗马乡中心学校，机关
干部、教师、群众冒雨转移被困学生。当天4
时至10时，洗马乡累计降水量126.9毫米，引
发洪涝灾害。9时许，大量洪水灌进学校，师
生被困。该乡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冲锋救
援队，实施救援，经过3个小时的紧急营救，学
校1300多名学生全部安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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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转移
1300余名学生

淤泥挡路
警民情深

6月24日9时许，民警在帮助群众推
车。当天，溆浦县民警巡查发现，龙潭镇至
龙庄湾乡路段（省道S322线161公里处）
山体滑坡，巨石、淤泥挡道，车辆被困。他
们马上救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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