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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安全整治还须人文关怀“兜底”

链接·背景

2017年6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通过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规定》），《规定》
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
求。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规定》，
标志着一项全新的、 经常性
的审计制度正式建立，2018
年起由审计试点进入到全面
推开阶段。

《规定》明确，开展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应当坚持依法审计、问题
导向、客观求实、鼓励创新、
推动改革的原则， 主要审计
领导干部贯彻执行中央生态
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情况， 遵守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情况等。
《规定》强调，审计机关应

当根据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
间所在地区或者主管业务领域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情况，结合审计结果，对被
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情
况变化产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
析， 客观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
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情况。

《规定》要求，被审计领导
干部及其所在地区、部门（单
位），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
及时整改。国务院及地方各级
政府负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工作
部门应当加强部门联动，尽快
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共享
平台， 并向审计机关开放，为
审计提供专业支持和制度保
障，支持、配合审计机关开展
审计。

在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清
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过程中，群
众的过渡期安置牵动着很多
人。27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西
红门镇获悉，该镇制定了“拆除
腾退临时救助政策”，为确有经
济困难、 有返乡意愿的群众提
供过渡性住宿和返乡车票，确
保专项行动中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得到保障。（11月 28日
《北京青年报》）

“11·18大兴火灾”发生后，北
京市开始加速推进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存
在安全隐患的居所被清理查封，
居住人员也被要求撤离以杜绝
事故隐患。此事在社会舆论中存
在着两面性评价，一方面有人认
为作为首善之地，北京长期以来
在城市治理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多、难度大的困境，这样的安全清

理实为必要；另一方面则有人认
为城市管理更应对底层人群持
宽容姿态，而不是搞“一刀切”。

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北
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由于流动
人口多，尤其是底层劳动力数量
较大， 很自然会形成“三合一”、
“多合一”场所，这些场所因为租
赁金相对便宜，因而成为底层劳
动者的聚集地。但同时，这些场所
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其中以
火灾隐患为主，更由于其地形复
杂、人员密集，发生事故后往往容
易造成人员疏散困难，从而酿成
悲剧。为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安
全隐患排查清理是必须的，这其
中也体现了城市管理中负责任、
保安全的内涵。

但是，在管理中，无论是“霹
雳手段”的突袭清理，还是“春风
化雨”的温和劝离，都不能缺少人

文关怀。因为这不仅是管理者智
慧的体现，也是对底层最基本的
尊重。在大兴西红门镇的这次清
理整顿中，民间不乏质疑与批评
声甚至有怨怒之音，最根本的原
因也就是个别单位、组织和个人
在清理时态度蛮横、手段强硬，不
给缓冲，让一些被清理者陷入一
时无处可去的困境中。这种与城
市管理现代化、人性化相悖的做
法显然会让民间产生误解，将安
全保障误解为驱逐。也正因为如
此，北京市委及时表态和纠偏，既
提出“坚定有序地开展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
笼子”，同时也强调“要注意方式
方法，防止个别地方简单化，防止
急躁情绪”“注意把握工作节奏，
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

以往大城市的管理常常与

民间形成一种对抗的紧张关系，不难
发现是人文关怀不够所致，曾经因查
“暂住证” 导致的一些恶性事件给了
社会不小的教训。拿这次北京的整顿
来说，注重人文关怀，就需要在北方
的寒冬里对被清理人群给予实际的
帮助，如提供过渡性住宿安排，或是
提供各种求职招聘信息，对特别困难
者给予适当的经济援助等。如果在整
顿中将人文关怀做到位，那么自然不
难得到民众的理解和配合，工作进度
也会大大加大，更会让城市的管理进
入良性循环。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政府部门在
城市管理中体现出来的执政诚意，也
能够理解坚持“生命至上、安全至上”
管理思维中的善意， 同时也相信，若
有“人文关怀”为整顿“兜底”，城市管
理和城市安全的政策施展就更易被
民众接受。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
下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对《湖南省饮用
水水源保护条例(草案·三次审
议稿)》（下称《条例》）进行分组
审议。与前两次审议相比，三次
审议稿强化了农村饮用水工程
的建设和维护管理， 要求政府
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城乡统筹
区域集中式供水。

在当天的分组讨论会上，
许多与会代表对此纷纷表示赞
同。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
曾东楼认为， 实施统筹城乡区
域供水， 从根本上提高城乡用
水安全性，已成为必然选择。

此外， 三次审议稿在此前
基础上还增加了相关内容：饮
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投肥
养鱼； 二级保护区内禁止运输

剧毒化学品及国家禁止运输的
其他危险化学品； 一级保护区
内禁止水上餐饮； 地下水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不得排放倾倒
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 含病原
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

《条例》明确，在乡（镇）、村分
散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内，设
置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的，处
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向水体倾
倒、排放生活垃圾、污水及其他可
能污染水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消除污染，处1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会议还先后对《湖南省散
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修正案草
案·三次审议稿）》 等其他4部地
方性法规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李丹

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明年起，领导干部离任要算生态账

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草案三审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集中式供水

湖南省地处南方丰水地区，
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 人均水资
源量达2500立方米， 但季节性缺
水、工程性缺水问题比较严重，造
成部分水源水量不足， 在枯水期
供水得不到保障。与此同时，重金
属污染也长期困扰着我省多地的
水资源。

来自省水利厅和省环保厅的
研究数据显示，当前我省多地饮用
水水源保护面临的问题既有河道
生态基流匮乏、水域封闭等自然环
境因素，更有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污染负荷积聚。这些对全省水
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饮用水水源保护成了迫切需要。

水生态环境安全“压力大”

11月28日，岳阳市云溪区道仁矶中国海油码头水域，参演人员采取布设围油栏等措施，处置水上溢油。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汤鹏 摄

2015年以来， 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审计署
围绕建立规范的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坚持边试点、 边探索、 边总
结、边完善。2015年在湖南省
娄底市实施了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
2016年组织在河北省、 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等40个地区开

展了审计试点；2017年上半年
又组织对山西等9省（市）党委
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
审计试点。审计试点连续围绕
“审什么、怎么审、如何进行评
价”进行了积极探索和经验总
结，截至2017年10月，全国审
计机关共实施审计试点项目
827个， 涉及被审计领导干部
1210人。

2015年在我省娄底实施试点

贯彻执行中央生态文明
建设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
况， 遵守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
况，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情况，
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履行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监督责任情况， 组织自然资
源资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
金征管用和项目建设运行情
况，履行其他相关责任情况。

■据新华社

离任审计内容和重点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