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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向绿色增长方式转型共治“全球变暖”

“燥者欲出火， 液者欲流膏。”
自8月7日立秋以来， 这一周明显进
入了“秋老虎”状态，每天高达三十
七八度的气温让人只想足不出户。
全球同此苦热，不仅长沙如此，其他
不少地方也正经受着热浪的肆虐：
今年，全球多地高温、干旱、灾难性
降水等极端天气频发，滚滚热浪持
续侵袭全球多地，据英国《卫报》报
道，欧洲北极圈也受到热浪波及，出
现了32摄氏度的高温。

英国雷丁大学气候专家罗恩·

萨顿表示，全球气温自19世纪以来
已经上升大约1摄氏度，随着全球持
续变暖，将来必然会出现更多热浪
等极端天气。“1摄氏度”这个数字似
乎微不足道，但其中潜藏的危害性
却不容忽视，联合国卫生机构表示，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暑热问题，在
2030年至2050年期间，每年可能在
全球范围额外造成38000人死亡，
今年5月的热浪，在巴基斯坦大城市
卡拉奇就造成60多人死亡，当时热
浪气温超过40摄氏度。

“全球变暖” 这个问题若追根
溯源的话，自工业化革命以来的一
百多年里，地球的平均温度便呈现
异常上升的趋势，同时极端天气也
愈加频繁， 在这种气候变化中，“全

球变暖”作为“公地悲剧”之一，自然
被人们更为广泛地关注。工业发展
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
环境的恶劣变化，以汽车为例，汽车
制造业的发达让如今每个城市的
汽车保有量急增，在今年的数据调
查中，中国目前汽车保有量已达2.5
亿辆，居世界第二。城市中汽车尾气
的排放加剧了“温室效应”的强度，
这也是“火炉”城市逐渐增多的原因
之一。另外，能源设施如煤炭和天然
气发电、工厂持续不断进行生产所
产生的温室气体、航空业的温室气
体排放，畜牧业的排放量等都很惊
人，这些都在为全球变暖推波助澜。

为阻止全球变暖趋势，世界范
围内不断出台相关协定，1992年联

合国专门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1997年制订了《京都议
定书》，而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又通过了《巴黎协定》，《巴黎协
定》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
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
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

党的十九大以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涵，包括湖南省在内
的各地方政府也大力展开了环境
治理与督查工作，一系列的规定与
动作，其目的都十分明确：用受限的
生活方式，减少热量排放；积极向绿
色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型，避免过
去几十年严重依赖石化产品的增

长模式继续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
威胁；保护森林、土地、空气、水资
源；改善各种场合的能源使用效率
等。这几年，随着展开与不断推进，
这些工作均取得了一定实效，如湖
南省去年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81.5%， 同比上升
0.2%；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监
测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3.6%。

中国宋代诗人梅尧臣曾写道：
大热曝万物，万物不可逃。在“全球
变暖”的气候灾害下，所有的人类都
是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因此，保护好
环境，环保生活，将呵护地球生态、
确保人类发展作为共同的担当，才
会使人类在未来继续拥有可持续的
生活与发展。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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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
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
实施。

《方案》指出，要按照加快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
方财政关系的要求， 科学界定中
央与地方权责， 坚持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大力
支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促进生育政策
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务， 推动建立医疗卫生
领域可持续的投入保障长效机制
并平稳运行。

《方案》提出，要坚持政府主
导， 促进人人公平享有； 遵循规
律， 适度强化中央权责； 问题导
向，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积极稳
妥，分类施策扎实推进等原则。通
过改革， 形成中央领导、 权责清
晰、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医疗卫
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模式， 提高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

《方案》明确，从公共卫生、医
疗保障、计划生育、能力建设四个
方面划分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
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对现行划
分较为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事
项，予以确认；对现行划分不尽合
理且改革条件成熟的事项，进行改
革调整；对改革条件尚不具备的事
项，暂时延续现行划分格局，并根
据相关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展情
况及时作相应调整。以全国性或跨
区域的公共卫生服务为重点，适度
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属
于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由
中央统一制定国家基础标准或提
出原则要求；统筹推进项目优化整
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协同
推进相关改革， 完善省以下分担
机制，强化支出责任落实，修订完
善规章制度，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据新华社

医卫领域中央和地方咋出钱？看方案
国务院：四方面划分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省级环保督察已交办信访件5298件
各地上报已办结2945件，责令整改企业3105家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环保督察办公室获悉，湖
南作为全国率先开启省级环保
督察工作的省份，截至目前，两
批14个省级环保督察组共收到
群众监督举报6313件， 总数已
超过去年在湖南开展的中央环
保督察接到的群众举报数量
（4583件）。

督察组向地方交办5298件，
目前已办结2945件， 办结率为
56%。 被督察地方共责令整改
3105家，立案处罚525家，处罚金
额2695.32万元， 立案侦查31件，
行政拘留43人，刑事拘留9人。

第二批7个省级环保督察
组（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娄
底、永州、张家界）截至8月11
日， 共收到群众来信来电3128
件， 分18批次向地方交办2569
件，目前已办结836件。被督察
地方共责令整改953家，立案处
罚167家， 处罚金额671.61万
元，立案侦查11件，刑事拘留2
人。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蒋湘云

本报8月13日讯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岳麓区环境保
护局获悉， 截至8月13日，岳
麓区收到省环保督察信访交
办件142件，其中11件重点案
件， 所有信访交办件均第一
时间办理， 目前有65件信访
交办件已办结。

排放达标,烤漆房仍被拆

“岳麓区金星北路蓝天
集团本田4S店、 东风雪铁龙
4S店VOC不达标直排，存在
偷排、 漏排、 骗补现象。”近
日， 岳麓区环境保护局就省
环保督察组交办的这一信访
件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查实， 信访件中所指
“蓝天集团本田4S店” 名称为
长沙市大运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东风雪铁龙4S店”为湖
南快乐芒果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6月23日和25日，长沙华泽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对两
家公司排放的废气进行了采
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排放废
气均达到湖南省地方标准。

废气达标排放， 为何投
诉不断？“主要还是烤漆房紧
邻居民楼，无法除尽的气味对
附近居民还是有影响。虽然最
终排放的气体对人体无害，但
为了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
响， 我们还是在7月初将烤漆
房全面进行了拆除。” 长沙大
运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云资介绍，公司这一烤漆
房以及配套的环保设施投入
超过一百万， 如果一直运营，
年利润可达一百万左右。

空调外机扰民责令整改

今年7月28日，长沙市岳
麓区环境保护局收到省级环

境保护督察组受理的，反映“岳
麓区观沙岭街道天骄福邸小区
靠杜鹃路8栋楼下空调主机的
噪声扰民”的交办件后，立即安
排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调查得知，天骄福邸小区靠
楼下的两个空调主机为湖南城际
铁路有限公司观沙岭站所有，为
城铁站站房空调的室外冷却塔。
因场地条件有限， 空调冷却塔外
机安装位置距离居民小区（天骄
福邸小区）较近，设备开启时产生
的噪声对附近居民生活环境造成
影响， 且经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测试其噪声为超标排放。

7月31日， 岳麓区环保局
对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观沙
岭站空调外机冷却塔噪声超标
一事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责令其于2018年8月
31日前对噪声超标排放的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整改。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蒋湘云

空调外机噪声超标，城轨被责令整改

8月13日，长沙市远大二路
翔铭广告大市场，经营户在定点
油漆房外搬运已完成喷涂的广
告标牌。 该市场于今年5月底启
动“蓝天行动”环境集中整治工
作，对市场内70多个涉及环境污
染的店面进行关闭或限期搬离，
并划定专用区域新建了5个油漆
房，对油漆操作业务进行集中规
模管理。目前，整治工作已基本
完成。

记者田超 摄

广告市场
整治涉污店面

环保督察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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