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湖南今年将如何推行河长
制，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来落实？

詹晓安：概括来说大概就是：
建立责任体系， 实行“一河一河
长”；掌握河湖情况，实现“一河一
档案”；把准问题的症结，实现“一
河一策略”；突破重点难点，做到
“一河一亮点”；建立考核机制，实
现“一河一考核”。

根据不同河流存在的主要问
题制定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考
核结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年度绩
效考核内容。“每一条河流一年的
工作都要进行考核， 对于每一个
河长也要考核， 今年工作做得怎

么样。一月一晒、一季一督、一年
一考核。”

问： 社会公众怎么参与到河
长制的工作中来？

詹晓安： 一是接受群众监督，
推进河长制过程中，每一个河段的
河长制水域，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
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一定的办法向
社会予以公布；二是会建立公共的
网络平台、公共微信这么一个形式
来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三是引导
群众参与。如果每一位同志都能够
参与到河长制工作中来，自觉的参
与，减排或者是不乱倾倒垃圾等，我
们一定会取得成效。

答记者问 河长工作“一月一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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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著名商标”还有必要存在吗

“根据省里实施意见， 全省5
公里以上的河道和面积10平方公
里的湖泊要进行河长制， 都要有
河长。 今年的目标是全面建立河
长制责任体系。”3月23日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湖南省全
面推进河长制”新闻发布会，省
水利厅相关负责人就《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下
称：《实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
并答记者问。

建四级河长体系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决策部署，今年2月17
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正
式印发《实施意见》。“这标志着湖
南在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出
台地方系统落实文件方面， 走在
了全国前列。”省水利厅厅长詹晓
安说。

什么是河长制？詹晓安介绍，
简单的说， 就是省市县乡各级党
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 履行河
湖管理保护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制
度体系，从而推进统筹上下游、左
右岸的协调和综合整治平台，系
统解决水资源、水灾害、水生态、
水环境等突出问题。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
厅的意见和省里实施意见， 湖南

省市县乡四级全面建立河长制，
要设立河长。”省水利厅总工程师
张振全说，“有条件的地方， 我们
的河长可以延伸到村长。”

省长担任总河长

《实施意见》明确省委、省政
府成立河长制工作委员会， 省长
许达哲担任总河长， 省政府常务
副省长陈向群及分管水利副省长
戴道晋担任副总河长， 并分别担
任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干流和
洞庭湖（含长江湖南段） 省级河
长。 河长制委员会成员由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水利厅等21
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和14个市州河
长组成。各市州、县市区、乡镇（街
道） 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该行政
区域内河长， 同级负责人担任相
应河流河段河长。

“目前，我省省、市级河长名
单已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4
月底前， 县乡级河长也将全面公
布。”詹晓安说。

詹晓安称，《实施意见》 的工
作目标为坚持流域与行政区域相
结合，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
河长体系，加快实现“水系完整、
河流畅通、水量保障，水质良好、
生物多样、岸线优美”的目标。

■记者 丁鹏志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了解
到，日前该局印发了《湖南省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示范企业
创建工作方案（暂行）》（下称
《方案》），将全面提升湖南省
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和管理水平。

《方案》提出，知识产权
保护创新示范企业创建期最
长为三年， 实行进入与退出
的动态管理机制， 完成设定
的目标任务，授予“湖南省知
识产权保护创新示范企业”
称号， 并给予项目和经费方
面支持。到2020年，全省拥有
百件以上有效专利的知识产
权密集型企业达到100家，通
过国家认证的贯标企业达到
100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
优势企业达到100家。

《方案》还明确，对湖南
省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示范企
业以及进入创建阶段的企
业， 在知识产权战略各类专
项、重点发明专利资助等项
目上给予重点支持，对技术
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
项目，可纳入省重点产业知
识产权运营基金支持项目
库，并将积极向政府有关部
门推荐，支持其专利技术的
产业化。

在提升全省企业整体知
识产权水平的工作目标上，
《方案》强调要围绕引导企业
贯彻知识产权标准， 采取针
对性措施， 对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示范企业开展知识产权
工作进行指导和服务， 推动
企业形成知识产权综合竞争
优势。 ■记者 李琪

我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建四级河长体系，系统解决水问题

河长工作“一月一晒”，纳入年度考核

我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示范企业创建工作
示范企业实行进入退出动态管理

西安地铁三号线使用“问题
电缆”被曝光，该品牌电缆还被评
为“陕西省著名商标”，引发公众
关注。陕西省工商局23日通报称，
对陕西奥凯电缆公司著名商标认
定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撤销陕
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五胜及图”
商标的“陕西省著名商标”称号，
并对在该著名商标认定中，审核、
把关不严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追
责。（3月23日中国新闻网）

涉及安全的地铁电缆因质量
问题被曝光，一时舆论哗然，为何
有着“著名商标”光环的产品反而
靠不住？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
是产品质量认定、 审核及把关不
严，使劣质产品滥竽充数，新闻中
披露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推测：

陕西省规定“著名商标”评选条件
是“核准注册三年以上”，但奥凯公
司注册不到三年就提交了评选申
请，连门槛都没达到，却戴上了“著
名商标”的帽子，显然其中有猫腻。

陕西省工商局撤销问题电缆
的“著名商标”称号，并进行追责，
这样的处理没有问题，但是，撕开
表面看本质，追责其实只是“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手段，此
事的关键还是“著名商标” 惹的
祸。“著名商标” 属于省级荣誉称
号， 其认定工作由地方政府主持
完成， 这是非常明显的行政力量
干预市场的行为， 而由市场经济
发展规律来看， 但凡有行政干预
的事情， 总免不了陷入与发展相
悖的反向局面。

市场本身有一个“自发秩
序”，这个自发秩序包括了它的自
行调节能力和受众的评判能力，
产品质量是否卓越， 投放市场后
自然会有相应的客观反应， 不需
要任何光环的加持， 受众口碑就
是最好的“商标”。如松下、索尼、
苹果等一些倍受青睐的产品从来
没有行政机构主导的商标认定，
却丝毫不影响它们风靡全球。市
场的大浪淘沙过程残酷却公平，
同时也可以使得真正的高质量产
品脱颖而出， 避免劣质产品对社
会形成各种伤害。

在“著名商标”之前，我国曾
经有“驰名商标”、“免检产品”、“名
牌产品”等一系列官方主导认定的
产品头衔，这些头衔在很长一段时

间成了一些企业和产品的“护身
符”。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护身
符”，一些企业和产品往往名实不符
却没能及时发现其问题，最后导致
名誉崩盘，如当年的三鹿奶粉集“驰
名商标”、“免检产品”、“名牌产品”
于一身， 到头来却闹出令人震惊
的“三聚氰氨”事件，给本土奶业带
来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正是意识到市场自身具备检
测力量， 且由于各种商标认定给
产品质量带来了适得其反的影
响，所以在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
废止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
管理办法》，同时不再办理“名牌
产品”评选活动。随后，又于2014
年正式实施新的《商标法》，禁止
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及包

装上， 并不得以此进行广告宣传
及商业活动。 一系列产品荣誉头
衔的停用、禁用，意味着行政力量
在市场中的逐步退让， 也意味着
凭借质量取胜才能真正获得一席
之地， 那么， 由省级政府评定的
“著名商标”是否还要继续走下去
呢？目前看来，似无必要。

让市场的归市场， 权力的归
权力， 不仅可有效厘清二者边界
的措施，也可避免权力寻租、企业
质量意识懈怠， 唯有将权力赋予
产品的光环摘下， 才能让市场竞
争体现公平， 也才能督促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怀有对市场、质量、安
全的敬畏之心， 不再高枕无忧地
敷衍和忽悠大众。

■本报评论员 张英

3月23日， 掩映在森林中的桂东县县城, 绿色成为城市的基本色调。18日， 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推选的
“2017百佳深呼吸小城”入围名单在北京发布，全国200个县（市/区）作为“2017百佳深呼吸小城”候选单位予
以公示，其中湖南安化县、保靖县、桂东县、吉首市、江永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炎陵县、芷江侗
族自治县（排名不分先后）9县市入围。 邓仁湘 摄

“百佳深呼吸小城”湖南入围九个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民政厅了解到， 该厅近日召开
全省清明节祭扫工作视频会议，
就全省清明祭扫和殡葬改革工作
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建立“政府负责、民
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
清明祭扫保障机制，加强与公安、
消防、交通、林业、工商、物价等部
门的协作， 形成清明祭扫安全保
障合力。 开展殡葬服务机构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要积极推广
家庭追思、社区公祭、集中共祭、
网络祭扫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
引导群众文明低碳祭扫。

据了解，今年全省“殡仪馆开
放日”活动统一安排在4月1日。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何波

我省部署清明节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