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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抓好六大工程，强化PPP模式，实施项目打捆

2021年，管道天然气将实现县县通

评
论

4月8日中午1时许， 一辆长沙
168路公交车刚刚驶离人民路立交
桥北站不远，司机李剑发现车厢中
部有一条小狗，便打开车门要求其
主人带它下车，避免其他乘客受到
伤害， 不料遭到一名男乘客的殴
打。（详见本报今日A05版）

经常会有人带宠物犬上车，
对这种情况，有人支持，但大多数
人持反对意见。支持的人认为，只
要做好安全措施， 比如给宠物狗
戴上口罩，或者放在包里，带上车
也无可厚非。反对者则认为，就算
做好安全措施， 也不能保证狗身
上没细菌， 更何况不少人不会采
取任何防范措施， 狗在车上大小
便影响车内环境不说， 万一咬人

怎么办？
事实上， 带宠物犬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是存有潜在风险的。首
先是动物的攻击性问题， 不少人
经常拿“我家的狗不咬人”为由来
驳斥其他乘客， 但是动物的性情
本身具有不稳定性， 尤其是在人
多拥挤的地方， 动物会本能警惕
进而产生攻击行为，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万一宠物突然凶性大发，
对其他乘客的人身安全便会造成
极大威胁。 其次是宠物身上的气
味、细菌问题，公交车上有老人、
孩子、孕妇，这些人群抵抗力弱，
容易被感染， 而一些人容易对动
物毛发产生过敏， 同时不少公交
车属于密闭空间， 宠物气味充斥

其中，也让人难以忍受。
正是因为这些潜在的风险，

各地公共交通管理部门都作出了
“不携带危险品和有碍乘客安全
的物品、动物乘车。”而在各地方
的相关规定中， 公交车司机有义
务制止乘客带宠物上车， 如果乘
客坚持，可报警向警方求助。比如
重庆规定， 不得携带犬只乘坐除
小型出租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
具，违者最高罚款1000元，广州对
类似违反规定者也会处以500元
罚款。

对于这种携带宠物乘坐公交
车的乘客，若有地方性法规，就必须
严格执行， 司乘人员一开始便可拒
绝这样的乘客上车， 对于劝阻无效

的可报警， 对于因此殴打司乘人员
的乘客，则必须给予法律严惩。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如果残
障人士（如盲人）携带导盲犬上公
交车，可给予一定照顾，一是因为
盲人出行必须借助导盲犬的帮助，
否则容易遇到不可知的危险；二是
导盲犬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犬只，其
安全性比普通犬只要强。 事实上，
不少公交公司也明确规定 :�除工
作犬外， 任何其他犬只禁止上公
交，盲人也需要出示残疾证与导盲
犬证方可携带犬只乘坐公交车。

宠物毕竟不是绝对安全的动
物，出于对他人的人身安全保护，
不应携带宠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出租车除外）。其实说到底，还是

一个规则意识的问题， 携带宠物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涉及到公共安
全，有相应的规则意识，既是对他
人的保护，也是自身素质的体现，
况且这个规则遵行起来也并不是
多困难的事， 更没必要上升到人
身伤害的地步。 另外要提醒大家
的是， 今年5月1日起，《长沙市养
犬管理条例》就要生效了，条例规
定，养犬人携犬出户时不得乘坐除
小型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
具。乘坐小型出租汽车的，应当征
得驾驶人员同意。希望大家多多留
意，更希望市民们能够多一些文明
意识、规则意识，不要给他人带来
麻烦，也给自己留一些自尊。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携带宠物坐公交还打人？岂有此理！

本报4月8日讯 今日下
午，湖南省“壮丽70年·奋斗新
时代”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长
沙县启动，人民日报、新华社、
湖南日报社等中央、 省直媒体
百余名记者将奔赴长沙县、浏
阳市、郴州汝城等地，开展为期
15天的蹲点调研采访。 省委常
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出
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蔡振红说，“壮丽70年·奋
斗新时代”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是全省新闻战线落实中央和省
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部署的重要举措，“希望大家高
举时代旗帜， 着力推动新思想
在湖南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紧
扣时代脉搏，展示壮丽征程，体
现奋斗主题；践行四个要求，在
实践中长本领、强作风；同时要
坚持守正创新，做好融合传播、
全媒表达这篇大文章。”

■记者 丁鹏志

本报4月8日讯 一直
以来，我省都高度重视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
推进长江岸线码头整治、湘江
保护与治理“一号重点工程”
和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今
天，省政府召开全省长江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
作会议，推动落实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全面部署
我省排查整治工作。

记者从会上获悉，按照国
家的总体部署，我省先后组织
开展了5轮次全省范围的入
河排污口核查，全省累计核查
出各类入河排污口4146个。

印发了《长江入河排污口专项
检查行动整改提升工作湖南
省整改方案》， 明确了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敏
感水域内入河排污口整治任
务和分类整治要求。

2018年度实现了全省规
模以上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
测全覆盖。 强力推进各类敏
感水域内入河排污口整改。
截至目前， 全省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内183个入河排污口
已由市州政府整改销号182
个， 纳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缓冲区整改任务的59个入河
排污口基本完成整改。 会议
介绍，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被列为我省今年重点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纳入目标考核。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陈颖昭

我省长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见成效

4月8日，全省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场会在
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要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
政绩观问题，从举措上解决好怎么建、怎么管问题，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境界，把城乡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抓紧抓好，更好地稳投资、惠民生、促发
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会议。

省领导乌兰、谢建辉、杨维刚、隋忠诚、陈文浩、赖明
勇、彭国甫出席。 ■记者 卜岚

突出抓好六大工程

会议提出，到2021年，全省
自来水普及率整体提升3至5个
百分点；管道天然气实现县县通；
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占比、 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50%、
35%； 市州中心城市全面实施垃
圾分类； 餐厨垃圾处理实现有效
处置； 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达到90%以上， 污水实
现全收集、全处理；乡镇污水处理
2021年实现洞庭湖地区、“四水”
沿岸乡镇及重点镇全覆盖，2022
年实现所有建制镇全覆盖。

根据六大工程部署， 供水方
面，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和环境
风险整治。 推进备用水源和应急
水源设施建设， 加快供水厂和供
水管网改扩建。

气化湖南方面， 全力配合支
持国家天然气干线省内段建设，
加快建设省内天然气支干线和城
镇燃气管道，配套建设储气设施，
实现县县通管道天然气。

污水治理方面， 实施县以上
城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三年行
动。 实施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四年行动， 重点解决从无到有的
问题。

垃圾治理方面， 加快建立完
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尽可能减少
一次性办公用品和一次性生活用
品的产生，促进源头减量。重点推
进垃圾焚烧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 加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工作。
黑臭水体整治方面， 建立长

效机制。
智慧建设增效方面， 抓好污

水处理厂在线监控系统和黑臭水
体整治监管系统的改造升级，加
快建设供水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和
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利用等全
过程智慧监管平台。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PPP模式

会议还指出，坚持以PPP模式
推动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项目打捆，可以将县域范围内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打一个包”，也可整
合供水和污水处理，还可将存量设
施和增量设施打捆运作。

省住建厅已联合省财政厅、
省发改委制定城乡污水处理、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PPP模式的操作
指引和合同范本， 着力规范操作
流程，加快项目落地。我省还将突
出PPP合同抓手， 加强PPP管控，
将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纳入预
算管理， 全过程监管合同执行情
况，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据了解，财政政策方面，采取
省级财政增加地方债和预算投
入， 弥补项目资本金和运营补贴
等方式支持各地PPP项目。 财政
补贴重点突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和运营补贴，确保设施“建得起、
转得动”。同时，绩效评估结果是
政府支付PPP项目服务费用和财
政补贴的主要依据， 将科学设定
绩效评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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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现场，蔡振红（右一）向参加采访活动的记者授旗。
记者 童迪 傅聪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