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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平

近日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强
调要在中央两次《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
片》反馈问题的基础上，开展省内自查，摸清
问题底数，完善问题台账，找病根、寻病源，
紧紧抓住问题不放，持续攻坚，久久为功。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是生态
环境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历时近8个月、深入长江经济带11省市、行
程约14万公里， 进行暗查暗访和明查核实的
纪实片。 它表明， 长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
峻，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一些地
方对高质量发展认识不到位、自觉性不够，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湖南，我们的

欠账太多、积弊不少。下塞湖矮围案件曾为
我们提供了深刻镜鉴和教训，这样的“高昂
学费”不能再交了。去年警示片涉及我省至
今未整改到位的问题、此次警示片涉及我省
的问题、 以及下一步国家长江办移交的问
题……对这些突出问题， 尤须保持定力，扎
扎实实、不折不扣改到位：对未发却将发的
问题消灭其于未然，对前面未整改到位的问
题一改到底，对上级部门移交的问题彻底销
号。退一步说，即便整改台账之内没有涉及，
恐怕也没有哪个市州敢拍胸脯说自己辖区
内的江河湖库全部“水清河晏”。

从理念上来说，近年来我省对于生态环
境保护高度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已经厚植于人们心中。但正如警示片
中提到的，知行不一或者行动落后于观念的
现象在各地还不同程度存在。贯彻“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牢牢把握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生态保护任何时候都丝毫不
能懈怠、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统筹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扎扎实实
把生态保护好，把环境治理好，确保到2020年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生态环境保护
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从制度上来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
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到了加快
制度成熟、完善的阶段，未来将更加具有系统
性、全面性、可操作性。把岳阳推进乡村垃圾
分类、 长沙县实施污水治理等类似做法进行
归纳、总结、推广，固化为制度，加以坚持和完
善，同时严格强化制度执行，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 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建设美丽湖南的必然之路。

周重颜

明年我国将实现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真扶
贫、扶真贫、真脱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
保脱贫人口不返贫、不新增贫困人口，依然是
挑战和考验。我认为，实现“真脱贫”，需要盯
紧“两类群体”，实现稳定脱贫、精准防贫。

在基层调研中， 我们了解到脱贫攻坚过
程中有两类群体值得关注。 一类是少部分贫
困对象虽然已经脱贫，“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收入也达到了脱贫标准，但收
入不是很稳定， 一旦有家庭成员发生大病或
出现意外灾害，很容易导致返贫。另一类是少
部分群众虽然不符合建档立卡条件， 但家庭
收入处于贫困线边缘， 一旦发生因病因灾等
特殊情况，极容易致贫。因此，探索建立稳定
脱贫的长效机制， 让这两类群体不返贫不致
贫，是精准扶贫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开展扶
贫工作必然之举。

一是正视返贫致贫因素， 推动精准扶贫
创新。要把精准扶贫与精准防贫相结合，既要
消除贫困存量， 又要控制贫困增量， 找准因
病、因学、因灾、因意外、因面临市场风险等致
贫返贫关键因素， 分类设置精准防贫标准和
程序，用改革的办法建立精准防贫机制。

二是纳入防贫监测范围， 创设精准防贫
保险。 沅陵抓住国家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的
契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建立了一套数据

详实、机制健全、程序简便、运作流畅的精准
防贫工作机制。今年9月，县政府与太平洋保
险沅陵支公司合作创设了全省第一份精准防
贫综合保险，即由县财政拿出700万元作为防
贫保险金，按每人每年50元的保费标准，为全
县10%左右的农村人口购买防贫综合保险 。
保险对象不事先确定、识别，以设置的界线实
时监测，进行框定。由相关部门依据“大数据”
分析，设置防贫预警线，第一时间发现致贫返
贫隐患，纳入重点监测范围，上报县防贫办公
室实施定向跟踪。 以上年度国家农村扶贫标
准的1.5倍为限，设置防贫保障线 ，低于防贫
保障线的纳入防贫范围， 经调查确认符合相
关规定的发放防贫保险金。 如防因病致贫保
险金的发放，以自付医疗费用2万元设置预警
线，超过部分按照阶梯式比例发放，最高赔偿
限额15万元。

三是开展综合保险试点， 实现防贫对象
精准。针对“两类人群”，将全县建档立卡贫困
户、非贫低收入户全部纳入，实现保险险种由
“定人定量”到“群体共享”，在化解致贫返贫
风险上， 实现保障能力增强， 筑起 “防贫大
堤”；在扶贫资金使用上，实现精准使用、提高
效益； 在精准扶贫导向上， 实现内生动力增
强，增强自主创业意识；在脱贫退出上，实现
满意度的提升，通过建立科学有效、保障有力
的精准防贫机制，让贫困户解除后顾之忧。

（作者系沅陵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
县长）

周泽中

日前，有网友爆料，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
牛杰在微信群聊中发表“所谓暴徒都是孩子，
他们没有整死一个人”、被火烧老伯是“演戏”
等荒谬言论，试图为香港的暴力分子开脱，引
发极大负面影响。

暴徒无良，教授不能“无脑”。言论自由不
是颠倒黑白，原则问题不能混淆是非。理性思
考， 必须建立在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基础
上；深入分析，不能模糊对愈益疯狂的暴徒的
严厉批判。

“表面上是优秀学子、为人师表，而背地
里却黄皮‘白心’，崇洋媚外，时常在党的大政
方针和民族情感上大肆诋毁，逢中必反”，就是
牛杰这样的“伪装者”之流的画像。与政治上尸
位素餐、贪赃枉法的“两面人”相比，“伪装者”
往往并不显眼：他们大多采用“两微一端”传播
不当言论，采取打擦边球的方式混淆视听。像

牛杰这样的人，因其高校学者的身份，身边常
常有着一批拥趸，给人以“仗义执言”的形象，
很容易让吃瓜群众分不清孰是孰非。

为何“牛杰教授”“重庆师大唐云”之流近
年来层出不穷？ 原因还是这些人缺乏民族自
信，认为西方文化和制度更为优越。他们，骨
子里就是“新文化乞丐”。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
取向。广大青年学子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
承担着属于他们的时代使命。 所谓 “赫赫师
尹，民具尔瞻”，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学生。若是“牛杰教授”之流长久占
据三尺讲台，何谈传道授业？何谈立德树人？

对于“吃国家的饭，砸国家的锅”的“伪装
者”， 我们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的观
点，对于造成恶劣影响的还应给予相应惩罚。
对于此事，南昌航空大学开展了积极调查，表
示将严格依规予以严肃处理，能否听见回声，
不妨拭目以待。

盯紧两类群体 实现稳定脱贫
新声

暴徒无良，教授不能“无脑”

生态保护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杨玉龙

牛皮吹得再大，也有吹爆之时。因“水氢
发动机”而一度成为网红，杭州青年汽车有
限公司近日宣告破产。据人民法院公告网近
日发布的消息，因青年汽车的破产财产已经
分配完结，按规定，已于2019年10月21日裁
定终结青年汽车破产程序。

今年5月22日，一篇名为《水氢发动机在
南阳下线，市委书记点赞》的文章引发热议，
“车载水可以实现制取氢气， 车辆只需加水
即可行驶”“不但环保节能， 续航能力也强，
一次加水续航里程能超过500公里”……“汽
车加水就能跑”的科技“亮点”，既不合乎科

学精神，也不尊重市场规律，即便红极一时，
终究走向“穷途末路”。

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据人民法院公告
网的信息 ， “青年汽车 ” 债务清偿率仅为
28.47%，这就意味着七成多的巨额债务无法
得到清偿。据相关报道显示：除了与南阳政
府的83.16亿元的合作外，“青年汽车”还与济
南、连云港、六盘水、鄂尔多斯、杭州萧山、石
嘴山、海宁、泰安等多个地方政府合作。若不
是杭州青年汽车正式破产，恐怕其“业绩”还
会令人艳羡，也就不排除有些地方财政还会
投入这 “不靠谱 ”项目 。而 “青年汽车 ”的破
产，也表示这些政府投资就此“竹篮打水一
场空”，无数公帑就此被浪费。

值得警惕的是，“青年汽车” 在与前述
地方政府合作时， 很多合作项目都陷入中
断， 甚至还有一些卷入纠纷； 且据公开信
息，“青年汽车” 有34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庞青年本人先后20次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然而， 这些都没有阻碍 “青年汽
车”的持续“走红”，甚至成为若干希望发展
高科技产业地区的 “座上宾 ”，期间不乏一
些地方领导为其站台背书，要钱给钱、要地
给地。

闹剧收场，教训不能就此掩盖。高新技
术是市场宠儿，固然可以“高看一眼”，但是
引进好项目、大项目，不费一番心血去弄清
楚、搞明白是不行的。坚持科学慎重的原则，
提高辨识能力，不能太过急功近利，实实在
在把项目做出来，才是招商引资、发展产业
的正道。

招商引资要提高辨识能力

新闻漫画

� � � � 南京市民孟先生在家中自测血糖后，打开“南医大二附院
互联网医院”小程序，选择“互联网问诊”，经过脸部识别认证
后选择了想要就诊的医生， 上传血糖监测结果， 进行病情描
述，选择就诊时间并支付了问诊费用35元。跟孟先生一样，现
在已有不少患者选择在互联网医院就诊。

今年5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全国已有158家互联
网医院。“互联网医院是实体医院的补充， 将来技术发展后可
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汇总居民健康数据，形成居民健康档案，实
现防、治、康一体。”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顾民说。

但据了解，目前互联网诊疗医保支付政策尚未出台，大多
数互联网医院还不支持医保在线支付， 这让互联网诊疗闭环
无法真正形成，未来需加以重视解决。 图/文 王怀申

互联网医院渐成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