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巡视组别 巡视组长 副组长 巡视地区（单位） 值班电话 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

省委巡视
第一组 张迎龙

万中学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731-85196081 长沙市第448号邮政信箱
swxsz01@sxfj.gov.cn

何艺辉 湖南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31-85196082 长沙市第448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二组 唐会忠

曹周义 省国资委 0731-82569972 长沙市第445号邮政信箱
swxsz02@sxfj.gov.cn

马 娜 省农委 0731-89826202 长沙市第435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三组 颜向阳

陈 烽 团省委 0731-84777666 长沙市第432号邮政信箱
swxsz03@sxfj.gov.cn

伍小艾 省商务厅 0731-82569971 长沙市第295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四组 刘庆选

万绍湘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731-82256349 长沙市第436号邮政信箱
swxsz04@sxfj.gov.cn

王浩然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31-84123346 长沙市第431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五组 高克勤

羊贵平 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731-84131700 长沙市第433号邮政信箱
swxsz05@sxfj.gov.cn

夏克利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0731-85628427 长沙市第430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六组 孙青乃

皮巨飞 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0731-85388273 长沙市第443号邮政信箱
swxsz06@sxfj.gov.cn

罗翠林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0731-88596801 长沙市第437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七组 戴军勇

张湘祥 湖南新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18390880395 长沙市第429号邮政信箱
swxsz07@sxfj.gov.cn

毛青山 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374992987 长沙市第439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八组 郭树人

曾益民 新田县 0746-4978008 新田县001邮政信箱
swxsz08@sxfj.gov.cn

吴 杰 蓝山县 0746-2226129 蓝山县102号信箱

省委巡视
第九组 孙剑霖

胡东风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0731-85601110 长沙市第446号邮政信箱
swxsz09@sxfj.gov.cn

粟志远 湖南华升集团公司 0731-85237876 长沙市第442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十组 唐松成

罗碧野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731-89933561 长沙市第440号邮政信箱
swxsz10@sxfj.gov.cn

姜协军 湖南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0731-85786311 长沙市第441号邮政信箱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郑亚邦）根据省委统一部署，3月7日、8日，省
委10个巡视组2016年第一轮已顺利进驻14
个省管企业、4个省直单位开展专项巡视，进
驻2个县开展常规巡视。

根据党章规定和中央关于政治巡视的要
求，这次巡视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

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 突出政治巡视定
位，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以
“六项纪律”为尺子，重点发现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

据悉，巡视组将按照巡视工作条例规定
的巡视范围和工作方式，以及廉洁自律准则、
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规定开展
工作，主要采取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
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谈话，受理反映被巡

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
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
信、来电、来访，调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听
取工作汇报，列席有关会议等方式了解情况，
发现问题。 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的时限为3
月上旬至4月上旬，目前已公布了值班电话、
邮政信箱和电子邮箱。 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巡视组将按规定转被巡视地区、
单位处理。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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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高立朝 罗云峰) 截至今天，102家省直部
门全部公开了2016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
费， 比法定时限还提前了两天。 这标志着省
级预算公开成为一种新常态。

限时公开，严格执行新《预算法》“部门预
算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的规
定。 今年1月30日，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批
准了省级预算。 省财政厅落实新《预算法》规
定， 在人大批准省级预算20日内即2月19日
之前， 向省直各部门批复了预算。 因此，3月
10日是部门预算公开的最后时限。 省级在连
续3年实现预算公开范围全覆盖的基础上，

在部门预算批复后20日内，由相关部门为主
体，以部门门户网站为主要公开形式，并将保
持长期公开状态。

细化公开，进一步提高预算公开的透明
度。 公开内容细： 支出细化公开到了功能分
类最末一级的“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
本支出还公开了经济分类，公务用车购置和
运行费细化公开到了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两个分项。 文字说明细：对
部门预算中的重要事项进行了细致说明，对
一些公众关注的专业词汇、数据口径等，进行
了通俗易懂的解读，对“三公”经费增减变化
情况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规范公开，将预算公开工作制度化、机制
化。实行预算公开负面清单制，做到“非涉密、
全公开”。 2015年底，省财政厅制定《湖南省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公开办法（试行）》，要求除
法律法规规定及《预算管理工作涉密信息目
录》之外的事项，其余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都要
实行制度办法、申报流程、评审结果、分配结
果、绩效评价等全过程“五公开”。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马吉庆 罗云峰)今天，全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清查工作动员会在长沙召开， 正式拉开了我
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大幕。

根据财政部全面开展2016年全国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部署，省财政
厅要求，资产清查工作按照“统一政策、统一
方法、统一步骤、统一要求、分级实施”的原则
进行。 省直部门清查工作由省财政厅组织实
施；省直各部门按照财务隶属关系，负责所属
单位资产清查工作。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

部门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本级政府管辖
范围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资产清查工作。

资产清查工作的基准日统一为2015年
12月31日。清查范围为2015年12月31日以前
经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执行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各级各类行政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并同财政部门有经费缴拨关系的社
会团体等单位。 经过清查核实后的资产，将
按要求建立健全账卡，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
信息，并对实物资产实行“一物一卡一条码”，

将相关信息录入资产动态管理信息系统。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行政事

业单位占有使用的、 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
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省
财政厅副厅长刘崇斌表示， 摸清行政事业单
位“家底”，有利于资产的高效配置，促进资产
的共享共用和厉行节约， 为预算编制和审核
提供可靠依据。 同时，能够从资产的数量、价
值、结构、使用状况等多层面，准确反映政府
财务、资产情况，为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奠
定基础。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陈淦璋）湖南
作为首批PPP试点省份， 已推出两批共82个
省级示范项目，总投资1351亿元。目前第三批
示范项目报送工作正在推动， 资金需求将进
一步扩大。 这是最近召开的湖南省第四期
PPP沙龙透露的信息。

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是指在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
作关系，我省于2014年底成为首批试点省份。

这次沙龙由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承
办， 通过分析各地的案例和经验， 认为许多
PPP试点项目进展较慢， 原因在于PPP项目

交易结构谈判进展缓慢，中长期、低成本融资
渠道缺乏等因素所导致。

国开行湖南省分行提出，下一步要借
鉴 铁路建设项目PPP的成功经验 ， 推进
“基金+PPP” 等综合融资模式在高速公路、
重大水利、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领域的推广
运用。 同时，以融资平台转型为依托，配合地
方政府将融资平台打造成为PPP业务的合作
平台、债务重组的推动平台、基金业务的投资
平台、 城市资产的运营平台以及政府购买服
务的供应商，在支持两房两棚、两供两治、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领域发力。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奉永成 秦慧英）听
取健康讲座、免费试用产品、低价旅游……这
些推销手段的背后很可能就是消费陷阱。 今
天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布了今年第1号消费警
示：关注老年群体，谨防消费陷阱。

据了解， 2015年省消费者委员会共接到
340起跟老年人有关的消费投诉。

消费警示指出， 虚假保健品经营者利用
“专家”义诊、听取免费讲座、免费试用等手段
进行欺诈；误导老年消费者购买一些不切实际
的商业保险；上门推销劣质商品以及“低价旅
游”等，是欺诈老年消费者的几大主要行为。

“很多不法经营者针对老年消费者的特

点， 设置种种消费陷阱， 诱导老年消费者
‘中招’。” 省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李镜亮提
醒老年人，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贪图
小利， 不轻易参加讲座、 免费参观等活动，
任何消费一定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 一旦发
生消费纠纷不要盲目冲动， 可向相关行政执
法部门举报， 也可向各级消费者委员会投
诉。

为满足老年消费者的需求， 免费提供消
费资讯服务， 依法普及消费维权知识， 今
天， 省消费者委员会还在长沙市清水塘社区
开展了消费维权社区行公益活动；“湖南省老
年人消费教育基地” 也于今天授牌。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通讯员 吴文捷
记者 曹娴） 湖南客户李先生在2014年底因
车辆意外碾压右腿， 进行了右大腿膝关节以
上截肢术，构成五级伤残。 新华保
险按照2014年起实施的新版《人
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向其支付
302.4万元理赔金，赔付金额较旧
标准高出10%， 成为新标准实施
以来保险行业金额最大的残疾赔
案，近日也被评选为“2015中国
保险（寿险） 年度影响力十大赔
案”。

据鉴定医生介绍， 有了这笔
赔付费用， 李先生在愈合复健后

安装了假肢， 恢复了正常生活， 可以驾驶专
用自动挡轿车。 目前， 李先生康复后已随家
人赴沿海地区重新创业。

严格执行“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的规定

省直部门预算和
“三公”经费全公开

2016年第一轮巡视来了
省委巡视组第一批进驻20个地区、单位

省消委发布今年第1号消费警示提醒老年人：
莫被“免费”诱惑 谨防消费陷阱

第三批PPP示范项目启动报送
湖南已推出82个PPP省级示范项目，总投资1351亿元

五级伤残获赔302.4万元
为新标准实施以来保险业金额最大伤残理赔

心手相牵，共享阳光
3月8日，嘉禾县特殊教育学校，巾帼志愿者为孩子们理发。当日，志愿者走进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心手相牵，共享阳光”活动。 黄春涛 彭华军 摄影报道

清查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实物资产将实行“一物一卡一条码”

2016年省委第一轮巡视进驻情况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