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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
———湖南如何推进“厕所革命”

聚焦“里子”
“司令部”吹响集结号

“小康不小康， 厕所算一
桩。”自2015年我国启动“旅游厕
所革命”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吹响了全省推进“厕所革
命”的集结号，迅速推出旅游厕
所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15
年5月和2016年2月， 时任省长
杜家毫先后对旅游厕所革命作
出批示和指示。省委十届十五次
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
提出，加强重点场所旅游配套设
置建设，推进“厕所革命”。2017
年12月8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明
确要求，将“厕所革命”作为城乡
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具体抓手，进一步推动
“厕所革命”从景区拓展到全域、
从城市拓展到农村、从硬件建设
拓展到文明素质提升。

耕耘三载
旅游“一号工程”喜结丰收果

“厕所虽小， 谁也离不了。”
这话虽糙，理却不糙。厕所是旅
游景区的必备设施，直接反映公
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高低。为让“方便”变得方便，湖
南自2015年开始推行“厕所革
命”三年行动计划，把其作为旅
游业的“一号工程”， 从小处着
眼，成果喜人。

一是数量增。截至2017年年
底， 全省3年建成3169座旅游厕
所，超额完成144座；预计到2018
年底，还将完成200座。

二是质量升。 扎实推进第三
卫生间（无性别卫生间）建设，确
保5A级景区第三卫生间全覆盖。
截至2017年底，全省第三卫生间
已完工104座、在建52座。

三是范围广。以A级景区、乡
村旅游和景区旅游沿线为重点，
将“厕所革命”延伸至高速公路沿
线路口、街区、农村等地。截至目
前，全省共新(改)建乡村旅游厕所
1200座左右。

四是荣誉多。长沙、常德、郴
州、怀化、岳阳、郴州、湘潭等市先
后获评“全国厕所革命先进市”；
2017年，我省获得“厕所革命突
出成果奖”，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工
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多处“灌溉”
农村厕改欣开幸福花

“两块砖，一个坑，茅草围住
臭烘烘”，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农

村厕所的普遍印象。近年来，湖南
将“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深化和完善美丽乡村建
设、改善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污染
的一项重点惠民工程， 千方百计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首先，资金力挺。湖南不断增
加有效投入和专项资金补贴，确
保“厕所革命”这一实打实的民生
工程分期分批、 保质保量地稳步
推进。 如永州市蓝山县从县级财
政安排2000多万元用于农村厕
改，实行以奖代补。

其次，标本同治。将农村厕所
改造与农村污水处理同步进行，
通过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
农村污水处理,�根治农村生活污
水随意排放的顽疾， 不断提高农
民的生活质量。

再次，质量兼顾。在提高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的同时， 提倡融
入乡土元素，打造“一厕一景”。截
至2017年年底，全省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79.55%。

最后， 科技助力。 推动运用
“循环水冲、微水冲、真空气冲、源
分离免水冲”等技术，实现“污水
变清水”，大大推进了农村新的无
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如岳阳市
君山区2017年共完成无害化厕
所改造218座。

数箭齐发
管理服务激发新作为

卫生厕所三分建、 七分管。为
此， 湖南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创新管
理与服务呢？

一是注重日常管护。 建立健全
旅游厕所管理长效机制， 提升旅游
厕所的管理水平。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在用地、用
水、用电等方面加强保障，出台引导
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向旅游厕所建
设领域。

三是探索管养机制。 推广厕所
社会化、市场化管理模式，建立健全
科学有效的管养机制。

四是挂钩管评内容。 将旅游厕
所的建设与管理作为星级酒店、A
级景区、乡村旅游点、旅游度假区等
工作评定复核的重要内容。

五是加强文明宣传。 创新宣传
方式，利用报纸、电视、新媒体等多
种宣传媒介，形成全社会关注、推动
“厕所革命”， 引导游客共同维护整
体卫生环境的良好氛围。

枝叶虽微， 渐盈大树。 小小厕
所，连着的却是大民生。新时代的湖
南应以集小胜成大胜的气概， 守正
笃实， 久久为功， 写好微民生里的
“大文章”，打好“厕所革命”这场攻
坚战。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省社科院舒隽

“这么精致的建
筑，不看标识还真不知
道是公厕。” 北京游客
詹女士在张家界武陵
源核心景区金鞭溪游
玩时，特意拍了一张以
峰林为背景的公厕照
片，夸赞景区厕所“如
景色一般美丽”……
这一场景是湖南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
所革命”的重要指示推
出的三年行动计划的
一个缩影。 自2015年
推出“厕所革命”至今，
湖南已走在全国前列。
为何要围绕小小的厕
所掀起一场新型革命？
小厕所里藏着怎样的
大民生？湖南又是如何
将“厕所革命”作为补
齐群众生活品质的短
板、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的有效载体的？

省高院通报我省毒品犯罪情况 容留吸毒犯罪持续高发，毒品引发次生危害不断增大

一年判决毒品犯罪分子6113人
本报6月26日讯 今天是第31

个“国际禁毒日”，省高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 通报全省法院打击毒品犯
罪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2017
年7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 全省
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470件，
判决毒品犯罪分子6113人。 其中省
高院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153件617
人，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299人。

省高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邬文生
介绍，2017年以来， 全省法院重拳出
击，严惩毒品犯罪，突出打击重点。依
法严厉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犯罪、 容留他人吸毒犯罪以及因吸
毒引发的暴力犯罪。

2017年，对犯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罪的1011名被告人判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重刑率31.03%，高
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24.68个
百分点。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
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
死刑。过去一年来，省高院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的毒品死刑案件，继续
保持着较高的核准率。

从审判情况看， 我省毒品犯罪出
现了几个新特点： 容留吸毒犯罪持续
高发，毒品引发的次生危害不断增大，
新型合成毒品案件所占比例迅速上
升，再犯罪人员、累犯比例较高。“因吸
毒诱发的故意杀人、 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频频发生， 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邬文生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胥佳宁

6月 26日，
市民在长沙图书
馆参观禁毒日宣
传展览。 当天是
国际禁毒日，省
戒毒管理局联合
长沙图书馆开展
“禁毒宣传日”主
题活动， 进一步
提高广大群众识
毒、防毒、拒毒意
识和能力。

记者 徐行 摄

容留未成年人吸毒
获刑一年

被告人李逢利， 曾因犯
抢劫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
判刑。

2017年12月7日，李逢利
与曾某（2002年2月出生）等
人从靖州开车来到绥宁县城
的“苗家传说酒店”入住。第
二天下午，李逢利以140元钱
向刘凯购买了1小包毒品甲
基苯丙胺， 李逢利用矿泉水
瓶子制作了吸毒工具， 与曾
某等人在房间内共同吸食。

另查明， 李逢利还于2017年
11月的一天， 在绥宁县长铺
镇建华宾馆402房，容留曾某
等人吸毒。

本案由绥宁县法院一
审，邵阳市中院二审。法院以
容留他人吸毒罪， 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逢利有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吸毒后产生幻觉
刀捅同事致其死亡

被告人何坚， 在平江供
销社日杂公司工作。2016年8

月25日下午， 何坚前往平江县
殡仪馆吊唁同事。 他因中午吸
食了毒品甲基苯丙胺产生幻
觉， 认为正帮忙料理后事的单
位同事唐概荣看不起他，从背包
内抽出水果刀朝唐概荣捅了一
刀，致唐概荣失血性休克死亡。

本案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 被告人何坚的行为
构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其案发
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积极
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判
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本 报 6 月 26 日 讯 今
天，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黄明涉嫌受贿罪、挪用公
款罪、 高利转贷罪一案，经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由娄底市人民检察院向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
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黄明
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
被告人黄明，听取了其委托
的辩护人意见。娄底市人民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黄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或者利用其职权和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 收受请托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挪用公款进行
营利性活动， 数额较大；以
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
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
人，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依
法应当以受贿罪、挪用公款
罪、高利转贷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刘颖

检察机关依法
对黄明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