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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7日讯 湖南实施“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下称
“青马工程”）以来，越来越多的青
年大学生加入其中，把小我融入大
我，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今天，湖
南省大学生校地联动实践育人推
进会暨湖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湖
南师范大学举行。 据悉，“青马工
程” 研究中心将努力建立成协同

性、区域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
养研究的新型智库。

今天成立的“青马工程”研究中
心由团省委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建
设， 将深入研究当代青年学生成长
的新规律和新特点， 研究新时期学
校共青团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为湖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
作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
考。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刘颖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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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地方本级业务职能部
门管理由更高层级部门管
理，不受本级政府管理。

此前， 环保部门是上级
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业务的
“事权”， 地方政府负责管理
“人、财、物”。在此背景下，一
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 干预
环保监测监察执法， 使环保
责任难以落实，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 违法不究现象大量
存在。

4月30日， 广西东兴市文旅
局、 市开投公司这两个单位的干
部职工， 被罚扫竹山景区的公共
厕所。一个月前，东兴市领导对公
厕管理提出了“无异味”的卫生要
求，如果一个月未达标，就要罚扫
厕所。在4月29日的检查中，发现
竹山景区公厕存在“有异味”等严
重的卫生不合格问题。（5月7日
澎湃新闻）

“厕所革命” 开展之后，公
厕卫生成了各地重点关注的问
题， 一些地方甚至由负责官员
兼任“厕所所长”，由此可以看
出其重要性， 而东兴市在检查
中发现公厕卫生不合格， 于是

罚文旅局局长率众扫厕所，也
是基于对公厕卫生重视而作出
的举措。

这种惩罚性措施从舆论影
响上来说，可能确实有一定的积
极和正面作用， 它意味着立了
“军令状” 却未能很好落实的单
位以及官员，必将承担相应的后
果，至少在民众看来，对工作不
达标的官员进行惩罚，是合乎民
意的。当然，作为一个景区，公厕
卫生历来是反映景区整体卫生
情况的一个窗口，这项工作抓不
好，敲打一下责任官员也是很有
必要， 这可以让他们引以为戒，
以后对工作更上心。但是从管理

机制上来说，这种方式是否能促
进常态机制的建立和持续施行，
这恐怕还需要商榷。

公厕卫生不管是否处于“厕
所革命”时期，它都是一个并不
简单的公共管理问题。其中涉及
到日常维护、城管和市政系统的
专业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模式等
方方面面，同时又由于公厕属于
城市居民出行的“刚需”配套设
施，因此有一个良好的常态管理
机制便显得更为重要，而不是运
动式建设、作秀式维护、雷电式
惩罚， 和一阵风式的管理与整
治。 就像如火如荼的“创城”活
动， 各地均是领导干部齐上阵，

但在短暂的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
不少城市立马就出现了脏乱差的
反弹，这也表明，若管理机制没有
常态化，那么某段时间的集中整治
所起到的作用只是暂时的，不是长
期的。

我们经常会形成一种路径依
赖，即凡事只要领导一重视，问题便
能迅速得到解决，无论是“环保局长
带头下河游泳”还是“局长被罚扫厕
所”，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处理模
式， 这种模式说到底只是一种非常
之举或警示教育， 平时的管理和工
作终究还是要落到具体执行的普通
员工头上， 如果没有一套常态化机
制，领导又不能时时刻刻巡视检查，

那么也就很难保证公共卫生的长期
质量稳定。

所以，“罚局长扫厕所” 看似解
决了当下的问题， 但长远的问题却
依然没有解决， 而探索一个务实有
效的经验和做法， 并将之转化为制
度才是最可取的方式， 如在人员方
面应该如何管理， 资金方面应该投
入多少，设备方面的更新，公厕以自
营模式更为高效， 还是以外包方式
更能得以保持整洁？ 这些都是公共
管理中的实质内涵， 也是决定一套
管理机制能否行之有效的检验办
法， 更是解决城市卫生治理更为可
靠的途径。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相比“局长扫厕所”，常态管理机制更重要

湖南环保“垂改”启幕 将增强环境监察执法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市县两级生态环保督察职能上收

湖南省“青马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5月7日， 记者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湖南省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
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于近日印发。

根据方案，调整后，省级和驻市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主要负责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工作，现有县级环境监测机构主要职能调整为执法监测；市县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职能上收，由省生态环境厅统一行使。

■记者 和婷婷

《方案》明确提出湖南生
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
管的五大主要任务： 强化各
级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调整生
态环境保护管理机制； 规范
和加强生态环境机构和队伍
建设； 建立健全高效协调的
运行机制； 确保新老体制平
稳过渡。

其中， 记者梳理了五大
关键点。

1、将相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履职尽责情况纳入年度
绩效考核

《方案》明确，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
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
其他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
承担相应责任。

《方案》要求，各级要制
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将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履
职尽责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 考核结果作为评价部门
领导班子和领导个人的重要
内容。

2、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由市州生态环境局直接管理

市州生态环境局实行以
省生态环境厅为主的双重管
理，仍为市州政府工作部门；
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由市州
生态环境局直接管理。

3、将市县两级生态环境
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职
能上收

《方案》要求，将市县两

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职能上收， 由省生态环
境厅统一行使。

同时， 探索建立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专员制度， 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机构建设， 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督察和重点
督察工作， 人员和工作经费由
省级承担。

4、调整生态环境监测管理
体制

省生态环境厅统一负责全
省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调查评
价和考核工作， 实行生态环境
质量省级监测、考核。

现有市州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调整为省生态环境厅驻市州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主要负责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现有县级环境监测机构主
要职能调整为执法监测， 随县
级生态环境分局一并上收到市
级。

市州生态环境局可根据实
际对县市区生态环境监测力量
进行整合， 组建跨区域生态环
境监测机构。

5、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体系

按照中央和我省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改革要求， 整合
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
伍， 规范设置生态环境综合执
法机构。

市州生态环境局可根据实
际对市州辖区生态环境执法机
构进行整合，组建跨区域、跨流
域生态环境执法机构。

“此次环保‘垂改’，既有
利于解决上级环保部门难以
监督地方政府、 地方环保机
构力量薄弱等系列问题，又
有利于压实地方政府环保责
任， 有利于建立健全生态环
境问题及时发现长效机制。”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工作
人员分析。

记者留意到，《方案》还
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
工作机制、 严明工作纪律等
保障措施。

“这些保障措施一旦施
行， 将增强生态环境监测监
察执法的独立性、统一性、权
威性和有效性。”该工作人员
表示，该方案的正式出台，适
应了统筹解决跨区域、 跨流
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要求，
有利于构建高效协调的运行
机制， 为推动湖南生态环境
显著改善， 建设美丽湖南提
供体制保障。”

何为垂直管理？

环保“垂改”意义何在？

湖南怎么改？解读

本报5月7日讯 日前，省生态
环境厅、 岳阳市政府召开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踪研究工作推
进会，并举行“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岳阳市驻点跟
踪研究办公室”揭牌仪式。

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作为湖
南省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技

术牵头单位， 负责此次岳阳市驻点
跟踪研究的具体工作。 驻点工作组
将下沉区县基层进行深入现场调研
和问题梳理， 紧密结合地方实际需
求，完善工作实施方案，细化任务分
解， 为岳阳市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
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记者 和婷婷

近日，记
者沿着长株潭
穿梭于绿道之
间， 感受自然
的恬淡。5月6
日 ， 宁 乡 市
081县道，小
车穿行在马路
边的绿林间，
仿佛穿过“绿
色”隧道。
记者 唐俊 摄

环保连线

岳阳驻点揭牌！为长江保护修复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