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1月 8日讯 全国
“消防日”来临之际，今日上午，
我省在株洲市炎帝广场隆重举
行“全民参与，防治火灾”119消
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发布
全国首档卡通情景广播剧《福
鹿话消防》，集中展示宣传全省
首支航天救援队、 首批消防宣
传共享新能源汽车等公益消防
宣传阵营， 向全省发出消防安

全倡议，拉开了全省“119”消防
宣传月序幕。

据悉, 我省集中开发投放
了一批消防宣传共享新能源汽
车，“119”宣传月期间将免费发
放5万元共享汽车公益驾驶卡
供社会大众体验使用， 并在线
上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有奖征集
活动。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汪丹

参与消防宣传,免费驾驶共享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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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根除培训乱象还得执法动真格

本报11月8日讯 今日，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
转办11月7日8时至20时的第
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6件，
其中重点件8件。

从污染类型来看，126件
群众举报件中， 有效举报涉
及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报最多，
占31.0%；其次是水、噪声、生
态、土壤、其他、辐射等，分别占
27.7% 、15.5% 、12.7% 、7.0% 、
5.6%、0.5%。按地区分布为：长
沙市38件、株洲市5件、湘潭市
8件、衡阳市21件、益阳市3件、
常德市7件、 岳阳市5件、 邵阳

市3件、郴州市11件、娄底市10
件、永州市5件、怀化市6件、张
家界市3件、湘西州1件。

据悉，从第一批至第九批累
计交办1006件， 其中重点件79
件。累计按地区分布为：长沙市
341件、 株洲市54件、 湘潭市59
件、衡阳市74件、益阳市30件、常
德市67件、岳阳市76件、邵阳市
75件、郴州市57件、娄底市45件、
永州市49件、怀化市47件、张家
界市20件、湘西州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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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和婷婷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发布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
意见》，在意见中明确提出，面向
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收费
管理方面， 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
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 收费时
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 不得
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
的费用。然而3个月过去了，国务
院出台的此意见在培训市场上却
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超九成的
培训机构预付费周期都超过一
年， 且预付费用普遍在2万元以
上。（11月8日《北京青年报》）

三个月前， 国务院发布相关

文件时， 人们满心期待校外培训
乱象能够得到治理和规范。 然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三个月
下来， 补习培训市场九成以上的
机构依然顶风作案， 视国家的政
策法规为无物。我们不禁要问，是
谁让这些机构如此胆大妄为，可
以如此藐视国家的政令法规？面
对利益驱使之下扭曲的市场，真
的就没有制裁的利器？

对这种培训乱象， 显然需要
真正执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缺少任何
一环都会导致治理无效。

国务院下达了规范培训市场

的文件，这无疑是“有法可依”的，
但有法可依还不够，还必须“执法
必严”。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
机关，显然不可能包办一切，文件
的贯彻落实， 还得靠下面各个相
关行政监管部门。 红头文件下发
了， 下面的市场监管机构有没有
跟着动起来， 这是政策法规能否
落地的关键。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中小学生1.8亿， 而课
外辅导学生超过1.37亿人次，市
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 这个巨大
的市场对培训机构来说无疑如磁
石般具有强大吸力， 也会让他们

对文件产生强大的对抗力。 现在
来看， 培训机构对国务院文件的
置若罔闻，既涉及到利益问题，也
涉及到行政治理层面的系统接驳
问题。

国务院下达红头文件规范治
理，主要是在源头上进行指导，并
不能具体到执法执规层面， 在治
理系统中， 国务院可被视为一级
系统，针对某个问题，一级系统下
达了指导原则，具体执行时，需要
下沉到二级甚至三级、 四级系统
中去。 以这次规范培训的文件为
例，国务院出台文件后，国家市场
监督机构就应该根据文件精神，

从速制定出周密的执法细则，以
此接驳一级系统的政策法规，然
后，再动员省、市、县（区）、镇（街
道办）的市场监督机构，同时作用
于市场， 方可一杆子到底执行最
高行政机关出台的政令法规，达
到畅通治理的目标。

治理系统不接驳， 就会造成
治理脱节、执法（规）无力，很多负
面问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法得
到彻底有效的解决，就是这种“治
理系统未接驳” 而衍生出的执法
不力所造成的， 这种治理教训值
得重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城坪村位于衡阳县城坪冲
水库“尾巴”方向，典型的山区，
全村1600多人， 有四分之一属
于当年修建水库时搬上山的移
民。由于住在半山腰上，村民只
能去山间小溪舀水喝，“遇到下
大雨， 山间溪水混着黄泥、砂
子，根本喝不得；遇到干旱，山
间小溪就断流……”

“喝水难”，让村里留不住劳
动力，青壮年纷纷外出谋生。去年
8月份，这个贫困村终于实现了集
中供水。40多岁的村民邓新良，
看到喝水难题解决了，也不再外
出打工，留在村里了发展产业。

汩汩清泉，顺着水管流入广
大村民家中。这样的喜事，如今

在三湘大地几乎每天都上演。
“为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水，

全省一直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作为重点。”省水利厅厅长詹晓
安介绍， 我省为解决农村饮用
水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
启动了饮水解困工作。 自2005
年以来， 全省共投入了286亿
元，“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累计
解决了350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十三五” 以来巩固提升农
村饮水安全人口1051万人。

詹晓安表示，下一步，我省
将整体推进农村自来水工程建
设， 确保2020年全省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80%， 行政村供水
覆盖率达到100%。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累计解决350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全省八成农村居民将喝上自来水

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跨越

战胜一场场防汛抗旱攻坚
战，离不开水利事业的发展。

40年来， 我省在水利方面
的投入大幅增加， 水资源调配
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98”大
水后，国家持续加大投入，近20
年全省共完成水利总投资2489
亿元，仅2017年全省投资368亿
元，是1998年的8.5倍 。通过多
年来持续建设， 我省已经初步
形成了防洪、治涝、灌溉、供水、
发电、 水土保持等水利工程体
系， 全省水资源调配能力不断
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洞庭湖接纳
四水、吞吐长江，是我省水利建设
的重点、防汛抗灾的主战场，也是
全国乃至世界的治水难题。 这些
年来， 我省持续加高培厚一线大
堤，集中整治险工险段，完成了洞
庭湖防洪排涝综合治理一期、二
期和近期治理任务，22个蓄洪垸
堤防加固工程已基本完成， 钱粮
湖等三大垸安全建设稳步推进，
11个重点垸防洪标准基本达到
10年一遇。

湖南因水得名，水是湖南最
明显的地理特征， 也是最大的省
情。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省上下
勒紧裤带兴修水利， 到实现从传
统水利向现代水利的大跨越，湖
南正逐步从“水利大省”向“水利
强省”转变。

已建成的47座大型水库工程有近八成是改革开放
后建成的、我省防汛抗灾的主战场———洞庭湖11个重点
垸防洪标准基本达到10年一遇……

四十年来，我省水利投入大幅增加，已初步形成防
洪、治涝、灌溉、供水、发电、水土保持等水利工程体系。
11月8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年第8场
新闻发布会，省水利厅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水利改
革发展情况。 ■记者 李成辉

2017年7月2日， 湘江破
1998年历史水位， 橘子洲被洪
水贯穿，湖南24站点水位超警，
全省启动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众志成城，最后有惊无险。

实际上， 洪旱灾害几乎年
年发生。 全省上下不断健全组
织指挥体系、责任体系、工程体
系，科学防控、团结抗灾，打赢
了一场场防汛抗旱攻坚战。

例如，上世纪90年代，我省
战胜了1996年、1998年、1999
年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 新世
纪后， 战胜了2003年澧水流域
性大洪水、2006年“碧利斯”和
2007年“圣帕”超强台风，抗击
了2007年湘中及以南大旱 、

2009年湘西北严重干旱、2011
年洞庭湖区春夏连旱。 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合， 从注重灾后救
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减
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
变， 先后战胜了2013年全省性
大旱和2016年、2017年流域性
大洪水， 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灾
害损失。

近十年全省洪旱灾害损失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 年均因
灾死亡人数从415人下降到36
人， 洪涝灾害年均损失率从
8.56%下降到0.72%，干旱灾害
年均损失率从 1.46%下降到
0.16%。

年均因灾死亡人数降至36人

3500万农村人喝上了干净水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第九批群众举报件126件

11月6日， 吉首市
峒河国家湿地公园峒河
街道办事处向阳社区
段，碧水悠悠，与附近的
特色民居、 桥梁相互辉
映，优美壮观。近年来，
吉首市加大湿地公园的
保护力度， 维护湿地生
物多样性， 有效增强了
峒河湿地公园的旅游与
休闲功能， 成为市民休
闲的好去处。

刘振军 摄

环保督察“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