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
威）“幸好有防汛抗旱应急服务分队帮
忙， 要不然我们家十几亩一季稻还来
不及抽穗就干死了。 ”近日，记者在娄
底市娄星区双江乡坪底村采访时 ，村
民蔡少莲站在自家已经灌浆结实的稻
田边，高兴地告诉记者。 蔡少莲说的防
汛抗旱应急服务分队 ， 成立于今年4
月， 由省水利厅到双江挂点的领导干
部白超海组织筹建的。

今年以来，省水利厅开始开展 “帮
联水利基层争当惠民先锋” 活动，12名
分管厅领导分别确定联系郴州北湖区
鲁塘镇水管站等全省9家乡镇水管站、2
家基层水文站和1家厅直困难单位，这

些厅官被当地乡镇干部亲切地称为“厅
级水管站长”。 挂点厅官根据各地实际
情况，并实地走访、调研，制定了包含建
立信息化的防汛抗旱服务体系、发展水
利产业、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帮联
水利基层工作建设规划，并落实了投入
机制，准备分两年实施建设。

通过帮联， 双江水利建设初显成
效。 全乡今年遭遇了3次100毫米以上
的大雨 ，7个村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
由于信息传递和救灾措施到位， 没有
发生一起伤亡事故，没有垮一塘一坝。
以前一下大雨就被淹的乡政府前街
道，由于高登河的高标准治理，今年也
平安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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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敏坚

【观点实证】

特邀嘉宾：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副组长、 省人民政府金融工
作办公室主任 张志军

到今年6月末，我省已为5.15万户
没有银行贷款记录的中小企业建立
了信用档案，帮助3391户企业获得银
行信贷支持， 累计融资达683.4亿元。
信用档案的建立，为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为推动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搭建了最直接、最便利的通道。

张志军告诉记者， 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健全守
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增强全社会
信用意识，并以此为突破口，不断优
化经济金融发展环境。 他认为，“就
是要按照《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中提
到的那样，不断建立健全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机制， 让企业及个人真正
把信用当作经济生活的 ‘身份证’，
社会生活的‘通行证’。 ”

信用信息数据库已涵
盖全省27万户企业 、3980
万自然人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前
提，就是要将所有企业、单位和个人
的信用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记录
在案。 ”

张志军介绍， 截至2010年底,湖
南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
已涵盖全省27万户企业 、3980万自
然 人 , 分 别 比 2009年 增 长 3.85% 、
24.38%；到今年6月末,该库新增自然
人信息2300万条 , 企业信息1300万
条,公积金信息369.7万条。

“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的
成效，离不开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
高度重视，离不开政府职能部门和金
融管理部门的积极推进。 尽管成效显
著，但我省的系统建设还不够完善。 ”
他认为，还有一些可以纳入、应该纳
入的信息没有纳入。 《纲要》 鲜明提
出，要“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
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
立社会信用体系”， 这就要求各部门
按照 《湖南省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
规定，把所有与信用有关的信息都记
录下来并共同分享。

“信用信息的归集，既包括正面
信息，也包括负面信息。 通俗地说，
大到企业违反法规 、 拖欠工资 、债

务、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约行为，小
到个人恶意欠缴水电费、 拖欠信用
卡账款、不按时缴纳电话费等‘鸡毛
蒜皮’的事情，都将登记在册。 ”张志
军说。

真正使失信者 “一处
失信，处处制约”

今年7月，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
任公司的孙先生， 遇上了前来谈生
意的 “湖南株洲鑫益锻造厂” 负责
人。 在商量合作之前，留了个心眼的
孙先生登录到湖南信用网， 发现查
不到该工厂的信用记录，再一细究，
这家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孙先生的经历，是近300万次查
询背后故事的代表。 张志军告诉记
者， 到2011年6月底，“湖南信用网”
查询总量达292万次， 访问量超535
万次。

在张志军看来， 信用查询的市
场依然巨大。 “我期待，湖南人未来
的生活方式就是： 不管是银行发放
贷款、公司洽谈业务，还是政府招考
公务员，甚至个人谈婚论嫁，都会先
去进行信用查询。 ”他建议，有关部
门应当以 《纲要 》出台为契机 ，一方
面积极配合，及时沟通情况，建立信
用信息共享机制，依照有关规定，逐
步向公众开放信用信息数据， 并形
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真正使
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另一

方面， 在确保信用信息安全的同时
做好信息分类管理工作， 保护企业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保障
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促进信用报告 制 度
规范化和制度化

2007年10月21日， 家住长沙市
开福区东风二村社区的52位市民凭
个人信用记录开走了电动车。 他们
与厂家约定试用一个星期， 如满意
全额付清购车款，如不满意则退货。
一周后 ， 除7人不满意退回电动车
外，其余45人均按时支付了车款。

这个被称为 “湖南信用购物第
一单”的销售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 在各地广泛应用的“干
部考核信用制” 等也让大家更加坚
信湖南信用市场的发展前景。

“其实，湖南在社会信用体系的
制度建设方面早已进行过探索。 ”张
志军说，2007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加快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 被誉为
“国内首份惩戒失信行为的政府文
件”；2009年11月,湖南颁布了全国第
一部信用建设地方性法规 《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
建设的决议》，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失
信行为进行了约束。 如今，《纲要》的
出台将进一步促进信用报告制度的
规范化和制度化。

制度出台，重在应用。 张志军建
议，进一步出台细则，推动各级各部
门在司法 、行政执法 、日常监管 、行
政许可 、资质管理 、表彰评优 、资金
补贴、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工作中应
用信用信息。 同时， 要加大执法力
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使守信行为
得到可靠的保护， 失信行为受到应
有的惩罚。

【生平】

谭政 （1906-1988），湖南湘乡
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
军队政治工作杰出领导人。 1927年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 参加了秋
收起义。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三十一
团秘书 ，红四军军委秘书长 、政治
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
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
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
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
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
委兼政治部主任 ， 华中局常委等
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暨
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中南局第一
副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
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察
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
书记，中央军委常委等职。 1955年
被授予大将军衔。 他是第一、二、三
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的第七届中
央候补委员。 1956年9月当选为党
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 1961年1月后，因受林彪陷害，
改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965年11月
任福建省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中
受到迫害。 1975年8月起任中央军
委顾问。 1979年3月中央为他平反。

【故事】

“三要三不要”
1959年2月21日上午， 一辆军

用小轿车驶进了湘乡县城。 车内坐
着的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
治部主任、 中央军委常委谭政大
将。 这次大将回乡，是响应中央的
号召，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

阔别32年回到家乡，谭政对眼
前的一切都倍感亲切。 然而，顷刻

间他那兴奋的眼光变得呆滞了。 县
城左前方 5公里之外的东台山上
“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10个大
字格外耀眼，10个字占据了东台山
的一半。

车进县委大院后，谭政没有休
息，就要去看看母校。 县委大院离
东山学校只有3公里， 却隔着一条
涟水河 ，车辆不能通行 ，只能步行
前往。 途中，谭政久久地凝视那条
巨幅标语，县委负责人便向他汇报
了这条标语的制作经过。

那是1958年下半年，县委想用
宏伟的口号鼓舞全县51万人民的
干劲 ，决定由一中 、二中两所学校
的全体师生来修筑这幅标语，2000
多名师生在山上安营扎寨，日夜奋
战2个多月， 每个字直径100多米，
笔画粗10米 ，10个字占地80多亩 ，
砍掉树木30000多株， 用石灰3000
多担……

谭政听着这些数字 ， 神情严
肃，双眉紧锁。 听完汇报后，只说了
一句话 ：“这条标语称得上世界第
一 ， 如果你们生产也能创世界第
一，那就要你们到中南海领奖啰！ ”

参观完东山学校， 回到县城。
晚上 ，县委汇报工作 ，说全县普遍
办起了 “公共食堂 ”， “吃饭不要
钱”，“群众十分满意” ……耳听为
虚，眼见为实。 谭政提出第二天到
老家食堂亲眼看看。

22日中午，谭政来到东风公社
雅苗大队南竹山食堂，与全队社员
一同进餐，中午一共3个菜：一碗白
菜心，一碗猪肉，一碗鱼。 谭政边吃
边说：“公共食堂办得不错嘛！ ”同
在一桌吃饭的本家谭四姨一听，眼
泪刷刷地掉了下来，说道：“咯是搭
帮你的福呀！ ”谭政听了脸色严峻，
饭后又与许多社员交谈，才弄清了
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

谭政对家乡的水利建设十分
关心。 听说月山公社数千人正在大
修水库，23日上午， 谭政爬上16米
高的水库大坝，眼前热火朝天的景
象一览无余 。 工地负责人兴奋地
说 ，全公社的社员 ，除了起不了床
的、吃不下饭的，男女老少都上阵。
社员们干劲冲天 ，夜以继日 ，晚上
点着灯、打着火把干。 谭政听了语
重心长地说：“群众越是有干劲、有
热情的时候 ，干部越要关心 、爱护
群众。 ”

次日 ，谭政应县委邀请 ，在县
直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会上作了重
要讲话。 讲话的要点是：思想要求
实，不搞虚假 、浮夸 ；工作要扎实 ，
不搞形式主义 ；作风要民主 ，不搞
强迫命令。 他的讲话内容被人概括
为“三要三不要”。

本报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史宣 整理

《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亮点解读⑦

让信用成为经济生活“身份证”
【《纲要》亮点】
●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
●以法制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

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
重点，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新丝路 新思路

第十九届新丝路
湖南模特大赛启动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上午， 第十九届新丝路中国模
特大赛湖南赛区启动仪式暨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举行。 本届大赛将于10
月中旬在岳阳楼举行湖南赛区总决
赛，前3名可参加11月在三亚举行的
全国总决赛。

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始创于
1989年，已成功举办了18届。 经过多
年积累， 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也成
为湖南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时尚
盛会， 先后产生了全国冠军和亚军
各1位、“十佳”6位。

据了解， 本届大赛以 “新丝路
新思路 ”为理念 ，将通过文化之旅 、
“新丝路 新礼尚” 代表人物评选等
活动突出展现中华儿女的才华 、才
艺、美丽和智慧。

此次大赛在湘北、 湘中设立分
赛区， 届时两大分赛区都将举办规
模盛大的初赛、复赛、决赛。 按照赛
程安排， 将于9月中旬举行复赛，10
月中旬在岳阳楼举行湖南赛区总决
赛，获得冠 、亚 、季军的选手可以参
加11月在三亚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
大赛将评选最佳身材奖、 最佳时尚
气质奖、最佳友谊亲善奖、最佳服饰
表演奖、最佳才艺奖等单项奖。 16至
25周岁、高中以上学历（含在校高中
生）、 平面组模特165厘米以上或职
业模特172厘米以上的女性均可报
名参赛。

张志军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湖 南 日 报 社
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湖南党史人物故事

一代儒将谭政

谭政 省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

水利厅官下乡当“水管站长”
省水利厅开展帮联基层水利工作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彭春阳）2011年秋季开学在
即。 今天，省物价局就中小学教育收
费政策举行提醒告诫会， 要求中小
学校必须严格按照省物价局、 省财
政厅、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
前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文件
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执行 ，
严禁中小学校乱收费。

具体的规定如下：1、严禁收取与
新生录取或学生转学挂钩的各类捐
资赞助、帮困基金等费用。 2、严禁利

用学校教育、教学场地、资源或与社
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面向学生的各
种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等有偿培
训行为。 3、严禁公办示范性高中超出
政策规定，扩大招生范围、降低录取
分数和提高标准收取学费。 4、严禁未
达到改制学校标准和未取得民办学校
资格的学校按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收
取学费。 5、中小学教辅资料每学科限

选一种， 严禁学校统一印发教辅资料
征订目录、统一征订或代购教辅资料。

省物价局要求全省中小学校应
按上述要求立即进行自查自纠，如存
在上述问题，应在秋季开学前全部清
退给原缴费者，省物价局将在开学期
间部署开展全省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上述问题一经投诉、举报、查实，将从
重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

省物价局提醒：

严禁中小学校乱收费

8月15日上
午，隆回县举行
2011年 教 师 招
聘 考 试 ，557名
考生竞考 65个
教师岗位。

罗理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