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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 湖南获
得自然资源部的1.8亿元资金
支持， 用于支持我省长江经济
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同时，我省“一带两区”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
的重点项目， 也将纳入国家行
动计划。

近日， 自然资源部下发通
知， 开启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通知明确
了湖南废弃露天矿山以有色金
属、稀土等为主，修复重点是废
渣治理，防治污染，恢复植被。

对照《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共性问题清单，此前

我省已编制下发了《长江经济带
矿山滥采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方
案》，要求各市州举一反三，梳理
问题，制定整改方案。截至目前，
除邵阳市仍在开展问题排查外，
其他13个市州已全部完成矿山
（矿点） 滥采生态环境问题排查，
共计排查矿山滥采导致生态问题
的矿山（矿点）308个。

按照省长江办梳理的问题清
单，省自然资源厅牵头整改的突出
问题有邵阳市隆回县小沙江采石
场废水外排、常德石板滩镇石煤矿
废水外排、益阳市石煤开采以及郴
州市临武聚鑫锰业、芙蓉矿区遗留
矿渣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等6个问
题。目前，相关整改工作也已取得
阶段性进展。 ■记者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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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6日讯 今天，湖
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正式
挂牌。 新组建的湖南省自然
资源事务中心， 主要整合了
原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省
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省国土
资源规划院、 省征用地事务
中心、 省国土资源厅宣传中
心等单位相关职责。

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主
任夏卫平介绍， 湖南省自然
资源事务中心将为省自然资
源厅“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
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提供
服务保障， 同时为社会提供自
然资源公益服务。

湖南省委、 省政府把自然
资源机构改革工作放到了全省
机构改革全局的重要位置 。
2018年10月29日，省自然资源
厅挂牌。2019年3月1日， 省自
然资源厅“三定” 规定印发实
施。目前，全省14个市州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全部完成挂牌，省
自然资源厅直属事业单位机构
改革、 全省各县市区自然资源
机构改革正在顺利有序推进。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万波

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的意见》明确，有力有序有效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放
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
落户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
略和规划司司长陈亚军5月6
日在就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关
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
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不能
片面理解为是抢人大战，更
不等于放松房地产调控。

陈亚军说， 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
要任务，也是核心任务。截至
2018年底， 我国有2.26亿已
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
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
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
市， 基本上是大城市。“解决
好落户问题， 需要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联动， 推动大中
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他说。

“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
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口， 绝不

能搞选择性落户。” 陈亚军说，
落户重点人群是在城市长期就
业、 工作、 居住的农业转移人
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以及新
生代农民工， 农村学生升学和
参军进入城镇的， 而不是片面
去抢人才。

他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必须坚
持、不能动摇。应始终把房地产
平稳健康发展这个底线坚持
好。 城市既要满足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 同时又要坚决避
免投机者借机“钻空子”。要落
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
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
制，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陈亚军说， 放开放宽城市
落户限制并不是放弃对人口的
因城施策。超大城市、特大城市
要更多通过优化积分落户政策
来调控人口， 既要留下愿意来
城市发展、 能为城市做出贡献
的人口， 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
位，防止无序蔓延。个别超大城
市、 特大城市要严格把握好人
口总量控制这条线， 合理疏解
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 引导人
口合理流动和分布，防止“大城
市病”。 ■据新华社

“个人自救”需要社会形成更大的网络

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房地产调控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回应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热点问题

湖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挂牌成立

近日， 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因
脑出血住院， 其亲属在水滴筹平
台发起上限百万元的筹款， 网友
质疑其有房有车，引发大众关注、
质疑和探讨。（5月6日 新京报）

不少人应该还记得发生在
2016年的“罗尔众筹事件”，当时
的当事人罗尔为身患白血病的女
儿罗一笑众筹募款， 但由于罗尔
自己有房有车，并不符合“走投无
路”的条件，因此引起了极大的舆
论反扑。可以说，人们先前投入的
同情和关切有多少， 后来反扑的
犀利和敌意便有多少。 此次我们
又看到了曾经发生在罗尔身上的
强烈舆论攻势， 而这次承受舆论

攻势的是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和他
的家人。

费孝通曾经在《乡土中国》中
提到，中国的“熟人社会”有一种
“涟漪式”模式，这种“涟漪式”模
式是按照由近及远的亲缘、 人际
关系所构建的， 当个体或一个小
家庭遇到困难时， 求助往往就是
沿着“涟漪”扩散的途径进行，由
亲戚到朋友再到陌生人。 这种模
式几乎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
脑海，并形成了一种认知：个人必
须穷尽己力， 且向亲友求助无门
之后， 才能向社会中的其他人求
得救济。

但是现在由于网络构建出来

的新型“陌生社会”有着一种奇妙
的黏合效力，大家在网络中“天涯
若比邻”， 通过特定的求助平台发
起求助之后，能够迅速得到社会的
反应，同时由于社会救助的半径远
大于熟人社会的有限帮扶，因此这
种情况下很容易便能募得目标款
项。这跟以前的传统社会相比，求助
成本大大降低，而求助效果又大大
增强，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将网络求
助作为了遭遇困境后的首选。但是，
当求助的人不断增多，也不可避免
地会让人产生疲惫和麻木。尤其是
像罗尔、吴鹤臣这种首先动用社会
资源，而把家庭财产作为最后保障
的反向进行的求助案例，人们表现

得则更为苛刻。
当然，这种苛刻是人之常情，毕

竟人虽然有侧隐之心， 但这种善良
并非是泛滥的爱心， 而是有条件的
施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向进行
的求助案例会削弱人们的同情心，
有人就认为，对于“水滴筹”这样的
求助平台， 自己的信任和帮扶冲动
在减弱。 其实这也是社会救济的脆
弱所在， 因为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 任何一个因素如果不符合人们
对“救急”或“救贫”的标准判断，便
很可能使求助者所获甚微甚至颗粒
无收。

在中国， 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
障体系的最低纲领， 如果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险不足，甚至缺位，那么社
会救助便是人们自救的最后一根稻
草。但是，在社会救助具备不确定性
的前提下， 我们首先应该做好的是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两大领域，
确保让民众在遭遇困境时能有足够
的力量对抗风险。 中国这些年在福
利和保险方面投入了较大的成本，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例如近两年的
将多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 就令人
称赞。但总的来说，仍然存在不足，
尤其是在民众大病医疗方面， 还亟
待完善相关保障制度。 只有最高纲
领和基本纲领能够给民众托底，那
么很多的矛盾便能迎刃而解。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我省获得1.8亿元资金
用于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环保连线

株洲市日前宣布，该市今年将依法关闭或清除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各类污染
源及与取水无关的设施，依法关闭二级保护区内所有排污口，确保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100%。图为正在运行的株洲龙泉污水处理厂。 记者 和婷婷 摄影报道

关闭排污口
确保饮用水品质

本报5月6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19年第二次
会议。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直
面突出问题、精准采取措施、迅速行
动整改， 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深入开展
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

副省长陈文浩， 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
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有关情况
的汇报，原则通过了《湖南省污染防
治攻坚战2019年工作方案》《污染
防治攻坚战“2019年夏季攻势”任
务清单》《湖南省贯彻落实〈长江保
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实施方
案》《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办法》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方案》。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强调

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