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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千亿资产国企95后任
董事” 事件，“西安高新”11月5日
凌晨再次发声， 高新区管委会通
过其官方微信发布声明， 就该事
件再次向社会进行通报。 经研究
决定免去王进杰同志高新区财政
局局长职务。（11月5日中国经济
网）

此次国企高管任命风波可谓
一波三折。至今，有关当局至少发
出了三次回应， 让我们以时间做
节点，来做一番事件回放。

11月3日， 西安高新首次就
“千亿资产国企95后任董事”事件
发声。 高新区财政局发布情况说
明， 大意是高新控股公司按照事
业单位员工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要
求，分步对原董事、监事进行了临

时调整， 指派李甜等人作为管理
人员，经调查了解，未发现影响公
司正常运营的社会关系。

高新区财政局这种套路化的
近乎敷衍的回应显然十分不靠
谱， 因为它举出的理由违反我国
现行组织机制常识。众所周知，我
国的行政编、事业编、企业编只对
普通雇员有效， 一旦上升到领导
干部的任命上，则是互通的。全国
各级国企干部任命都是如此，难
道西安还能独立于中国体制之
外？ 这无非是逃避舆论监督试图
蒙混过关的一个伎俩，果不其然，
第二天就被高新区财政局自己发
的第二个声明打脸了。

11月4日，高新区财政局再次
发布声明回应。 大意是西安高新

控股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发布后，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西安高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重视，责
令高新区财政局立即展开调查，
区纪委也已介入， 一旦发现违纪
违规情况，将严肃处理。高新区财
政局已决定对三人停职并启动相
关法律程序， 并表示对国企管理
中存在的失误深表歉意。 在这个
声明中， 高新区财政局终于承认
这个任命可能存在某种问题，所
以有进一步查证的必要， 并且表
达了歉意。 从一副毫无过错的激
昂状态，回到了“我可能犯错”的
谦卑，表面看，态度是好的，但是
仔细回味， 并非是高新区财政局
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舆论影响太
大，上级发话了，故不得不站出来

认个错表个态， 本质上还是敷衍
和应付。

到了11月5日， 高新区管委
会直接发话了，批评财政局擅自
更换董事和管理人员引发混乱，
同时还宣布免去财政局局长王
进杰的职务，但同时又一口沿袭
财政局的公关口径：三个女孩没
问题。并说她们的工资没有变化
云云。

我们认为， 高新区管委会的
回应还不够坦荡， 举例证明三名
高管工资不变不具有说服力，一
来她们刚刚到岗没来得及调整工
资； 二来世人都知道担任千亿国
企高管， 工资收入属于微不足道
的利益。所以，谈工资是回避问题
的核心———背后到底有没有黑

幕？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根
据常识， 国企管理层任命比照党
政干部任命， 任命权在高新区党
工委， 任命公告由该区组织部印
发。借财政局一百个胆子，也不敢
僭越上级领导权威。

有些人认为三个女孩是背锅
侠，实在太糊涂，她们是货真价实
的“萝卜岗位”受益者，真正背锅
的只能是被免职的财政局长，因
为这一扑朔迷离的任命， 权力只
集中在高新区党工委。无论如何，
高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作为最大
的权力方和利益嫌疑方， 主导调
查是不合适的，需要回避。有鉴于
此，唯有陕西省纪委介入调查，方
可客观执法，还原真相。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1月5日讯 今天，中
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省转办11月4日8时-11月4日
20时收到的信访件127件,其中
重点件9件。

第六批127件群众举报件
中，从污染类型来看，有效举报
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
占31.3%；其次是水、噪声、生态、
土壤、 其他、 辐射等， 分别占
28.5%、18.2%、7.9%、7.5%、5.1%、
1.4%。按地区分布为:省发改委2
件、省工信厅2件、长沙市38件、
株洲市6件、湘潭市3件、衡阳市
7件、岳阳市 8�件、益阳市4件、邵
阳市9件、郴州市13件、娄底市5
件、怀化市10件、常德市7件、永
州市12件、湘西1件。

据悉， 从第一批至第六批
累计交办630件， 其中重点件
53件。累计按地区分布为:长沙
市214件、株洲市32件、湘潭市
34件、衡阳市 38件、岳阳市47
件、益阳市20件、邵阳市63件、
郴州市33件、 娄底市27件、怀
化市31件、 张家界市16件、常
德市35件、永州市30件、湘西2
件、 省发改委4件、 省工信厅2
件、省生态环境厅2件（其中有3
个举报件同时涉及2个市州）。
累计涉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
最多， 占35.7%； 其次是水、噪
声、土壤、生态、其他、辐射等，
分 别 占 21.3% 、20% 、8.2% 、
7.5%、6.7%、0.7%。

■记者 和婷婷

40年来， 湖南城镇化率由
1978年的11.5%提高到2017年
的54.62%。同时，全省从严控制
建设占用耕地，严格划定和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现有耕地以及基
本农田均高于国家下达的保护
目标数。

11月5日， 湖南省庆祝改革
开放40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
场举行，省自然资源厅介绍了湖
南自然资源事业的发展成就。

城镇化率提高近5倍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
省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总 规 模 为
606.55平方公里，到2017年达到
2187.82平方公里， 全省城镇化
率由 1978年的 11.5%提高到
2017年的54.62%。

全省累计批准建设用地
402.47万亩，保障了全省各类交
通设施、大中型水利工程、社会
公共设施、各类园区和重大民生
工程用地需求。

自1995年全面实行土地有
偿使用制度以来，全省土地出让
总收入8909亿元，实现以地融资
5.37万亿元， 保障了全省新型城
镇化开发与建设。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也是湖
南省自然资源厅始终秉持的原
则。“十二五”全省单位GDP建设
用地消耗量下降了37.6%，超过
国家下达任务6.6个百分点，节
约的土地规模相当于2个中等地
级市本级建成区规模。全省累计
投入地勘资金107亿元， 新发现
大中型矿产地48个，探获资源潜
在经济价值达3.6万亿元。

耕地保护高于国家要求

省自然资源厅坚决捍卫资
源开发底线，严格划定和保护永

久基本农田。 全省现有耕地
6226.52万亩， 其中基本农田
4949.9万亩，均高于国家下达的
保护目标数。

自国家实行占补平衡制度
以来，湖南每年都实现了占补平
衡。同时，全省大力推进农村土
地综合整治， 建成高标准农田
2242万亩， 保障了粮食安全、建
设了美丽乡村， 保护了生态系
统，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2000年开始，全省深入推
进矿产资源领域专项整治、整
顿、整合，矿山数量由11000多
个优化整合到5600个，其中煤矿
由1120家整合到283家，并建成
国家级绿色矿山20家。围绕湘江
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
500余座矿山、21万亩土地恢复
了生态。

目前，我省正着手起草《关于
促进全省矿业绿色转型 助推湖
南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争取用三
年时间，实现矿业“脱胎换骨”。

投入58亿元
治理地质灾害

2014年，湖南纳入全国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重点省。
数据显示，湖南已累计投入地质
灾害治理资金58.23亿元， 实施
治理工程2932项，成功避让地质
灾害上千起，转移安置群众近10
万人。

在扶贫攻坚领域，全省为贫
困地区累计追加11.2万亩用地，
并专项下达了用地计划。2013年
以来，省本级向51个扶贫开发重
点县投放各类资金130亿元。全
省35个贫困县利用增减挂钩政
策实施增减挂钩项目95个，筹集
资金73.65亿元， 促进了地方经
济发展，带动了乡村振兴。

■记者 潘显璇

40年扩容，湖南城镇化率提高近5倍
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以来，实现以地融资5.37万亿元，保障全省新型城镇化开发与建设

西安国企任命风波还需“拨云见日”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六批群众举报件

超三成举报涉及大气污染
连线

目前， 湖南建立了地
理空间数据交换共享平台。
省自然资源厅每年无偿向
各行各业提供价值近15亿
元的数据服务，提供各类地
理信息产品、 图幅91.2万
幅， 地理信息数据446TB，
实 现 测 绘 服 务 总 产 值
148.48亿元。

此外， 天地图·湖南为
全省40多个部门搭建了150
多个应用系统，实现了地理
空间数据社会共享，全省构
建了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互联网+政务服务”覆
盖全省96.7%的乡镇， 信息
化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每年无偿提供价值
近15亿元数据服务

11月3日，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七彩阳光穿透银杏林，让人仿佛置身童话
世界。近年，该村充分利用银杏资源，创新了“旅游+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促进
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潘芳 摄影报道

秋天的“童话”

环保督察“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