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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处丰水区，为何还要做节水文章

湖南防洪、供水、水生态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但季节性缺水仍存在，用水效率有待提高
345个河湖水体监测断面达标率由2017年的93.6%提高到
了2019年的95.4%；2019年万元GDP用水量为85.5立方米，较
2015年下降约25%；2013年以来累计完成水利总投资1443亿
元，解决1617万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近年来，湖南省
坚持不懈治水兴湘，防洪、供水、水生态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3月20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湖南
节水行动和幸福河湖建设情况。据介绍，今年3月22日是第二十
八届“世界水日”，也是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第一天，今年的活
动主题是“
坚持节水优先，建设幸福河湖”。
■记者 李成辉

节水减排

湖南地处丰水地区，为何还要节水？

湖南地处丰水地区， 为何
还要节水？
省水利厅党组成员、 副厅
长罗毅君表示， 这主要是出于
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缺水现象依然存在。
我省不同时段、 部分地区存在
季节性缺水问题， 如衡邵干旱
走廊地区缺水就比较严重。
2013年，我省遭遇全省性特大
干 旱 ，2018 年 、2019 年 接 连 发

湖南方案

生局部地区干旱，对生产、生活和
生态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
第二， 用水效率有待提高。目
前，我省万元GDP用水量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40%，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第三，节水就是减排。通常情
况下，每用1吨洁净水就意味着排
放至少0.7吨污水，节约用水就是
减少污水排放， 这是改善生态环
便捷方法和有效途径。

开展六大行动
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罗毅君说， 正是因为以上
三方面的原因，2019年12月20
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
省水利厅联合印发了 《国家节
水行动湖南省实施方案》，概括
起来就是实现一个目标、 凝聚
三方合力、开展六大行动。
实现一个目标，就是要加
快推进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
约集约转变，强化水资源承载
能力刚性约束，为湖南高质量

河湖治理

3月20日，
长沙市庆和里，
快 递员 正 在 整
理等 待 派 送 的
包裹。
记者 黄亚苹 摄

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保障；凝聚
三 方合 力 ， 就是 要 充 分 调 动 政
府、企业和 社会 的 积极 性，建 立
政府引导 、市 场调 节、公 众 参与
的节 约 用水 机制 ； 开 展 六 大 行
动，就是要实施水资源总量强度
双控、农业 节 水增 效、工 业 节水
减排、城 镇节 水降 损 、重点 地区
节水开源、科技创新引领等六大
重点行动， 全面提升各地区、各
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五级河湖长体系全面建立
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2017年以来， 我省河长制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五级河
湖长体系全面建立， 实现了党
政领导担任河湖长、 政府分管
领导担任河长办主任全覆盖，
省市县乡村五级共明确官方河
湖长4.3万余名，“民间河长”近
万名，形成了党政负责、河长办
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
作格局。

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全省
345个监测断面达标率由2017年
的 93.6% 提 高 到 了 2019 年 的
95.4%； 开展僵尸船清理和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以来，共拆解
处置僵尸船3193艘，实现了采砂
船集中停放，推动解决了水府庙
围库、酉水网箱养殖等一大批突
出问题，恢复 了水 域 原貌 ，提升
了行洪能力。

湖南居民可往湖北寄快递了
淘宝店主分析：全面恢复，应该要到4月中旬
本 报 3 月 20 日 讯 发
货地在湖北的网店们又开
始接单了，想往湖北省寄个
人快递的湖南居民又能安
心寄送包裹了……记者走
访长沙市几大快递公司网
点发现，近两天，此类个人快
递业务量正在逐渐增多。

湖北省11个市州
可收寄全国快递
此前，圆通快递于3月
18日取消恩施市、荆门市、
荆州市等11个市州共62个
网点快件揽派拦截； 申通
快递武汉、荆州、襄阳、鄂
州四大转运中心也于3月
20日恢复运营。
今日， 记者咨询中通
快递、韵达快递、邮政EMS
的 快 递 员 了 解 到 ，“通 达
系” 快递均已恢复湖北省
部分市州快递业务， 但受
疫情防控管制、 加盟公司
复工情况限制， 各企业给
出了限制条件，如，圆通快
递对发往上述网点的快件
限重5公斤，中通快递则无
法保证收寄时效。

全面恢复要到4月中旬
让“剁手党”们倍感兴奋
的是， 部分发货地为湖北境
内， 平时喜爱下单的网店也
开始恢复营业。
3月20日，记者以关键词
“湖北、可发货”两个关键词
在淘宝网检索发现， 不少发
货地为湖北， 甚至是武汉的
网店已恢复正常发货。
在一家名为“楚丫妹食
铺”的淘宝店内，显示发货地
为湖北武汉的周黑鸭鸭脖可
以正常下单。 据该店客服介
绍， 无论是湖北省内的邮寄
地址， 或者省外地址均已经
可以发货。
随后， 记者相继咨询食
品、电子产品、服装等20个类
目淘宝店。它们中，有的表示
湖北省部分市州恢复正常发
货， 有的则表示湖北省网购
需要补运费发顺丰或者EMS
邮政快递。
“湖北 顾客 咨询 量 也很
少，全面恢复应该要到4月中
旬。”长沙一淘宝店店主马小
姐介绍。
■记者 黄亚苹

湖南法院首例结案文书电子送达
水安全战略

推进水安全体系构建
在建重大水利项目7项

省委第十一届九次全会提
出认真落实水安全战略。 水利
厅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杨诗君
介绍， 湖南主要采取三个方面
的举措落实。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 起草
省 水 安 全 战 略 规 划
（2020-2035年），力争6月底前
完成任务；同时，编制“十四五”
水安全保障规划， 将当前较为
迫切的水安全问题列入“十四
五”统筹解决。

二是谋划一批重大水利项
目。今年 犬木 塘 、椒花 等水 库 开
工后，我省在建重大水利项目将
达7项，“十四五” 期间拟储备或
实施的还将有10余项，投资规模
预计达到1300亿元，将为提升全
省 水安 全 保障 能力 提 供 充 足 的
项目储备。
三是推进全省水安全体系构
建。包括防洪安全体系、饮水安全
体系、用水安全体系、河湖生态安
全体系等。

本 报 3 月 20 日 讯 今
日， 记者从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于3月
17日首次以电子送达方式
来送达民事调解书， 随着
当事人的确认签收， 标志
着湖南法院系统完成了首
例结案文书电子送达。
在这起合同纠纷案件
中， 原告傅一良与被告邹
小波因疫情防控影响均不
能到庭参加诉讼， 经双方
同意后，天心区法院于3月
12日通过“云上法庭”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云调

解”，原被告双方均通过远程
方式参与调解。调解成功后，
承办法官彭星“当庭”询问了
双方是否同意以电子送达方
式进行民事调解书的送达，
双方均表示同意。 在进行闪
信送达后， 法院跟当事人进
行电话确认， 明确双方均已
收到了民事调解书。
“送达难”是困扰法院审
判工作的老问题， 天心区法
院出台相关规则， 为解决案
件法律文书“送达难”打开了
新局面。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第七届湖南省
社工宣传周线上启动
今年重点： 为经历疫情的
老幼妇做好心理疏导
本报3月20日讯 今日， 由省民政
厅主办的第七届湖南省社工宣传周活
动正式启动，活动主题为“专业社工、
守护儿童、托起希望”，将围绕社会工
作参与疫情防控、 儿童社会工作等服
务领域，集中开展线上宣传。
据介绍， 今年全省社工群体将转
变工作重心， 重点为经历了疫情的老
年人、妇女、儿童做好心理上的疏导，
并为复工复产做好务工人员的心理援
助工作。
在全国疫情趋向稳定之际， 社工
们要在清明节来临之际， 及时对这次
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家属进行哀伤辅导
服务，让他们能够顺利度过这个关口；
对长期居家出现抑郁症状的群体和抗
疫前线医护工作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情绪支持、压力舒缓服务；对经济和事
业受到较大影响的群体进行信息提
供、困难帮扶、资源链接，支持他们重
新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记者 杨昱

社工故事
她为患者父子解心结
在社区防疫队伍中，少不了社工、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长沙社工黎婷给
记者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对父子是湖北返长人员，不幸
感染了新冠肺炎。向我求助的，是孩子
的妈妈。”原来，孩子爸爸平时忙于工
作，很少与8岁的儿子互动，被隔离治
疗后，两人一言不合就恶言相向。
“在微信上，我发现这位爸爸的情
绪很悲观。”黎婷说，她给这位爸爸加
油鼓劲，慢慢地他变得乐观起来，并在
她的引导下和儿子找到了共同话题。
治愈出院时， 这对父子关系得到了明
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