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6年5月7日 星期六02 要 闻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贺倩 欧阳毅)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湖南省
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新闻发布会透
露，经各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推荐，省财政
厅PPP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评审，第三批PPP
省级示范项目现已确定，项目总计117个，总投
资额达1713亿元。

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介绍， 相比前两批PPP
示范项目， 第三批PPP示范项目有两个可喜变化。

一是量的变化： 第三批示范项目总数及投资额远
高于前两批示范项目的总和；二是质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交易结构更加复杂，运作更加规范，合作模
式更加多样化。

第三批PPP省级示范项目涉及交通运输、生
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市政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
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片区开发等10个领域。 其
中，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34个，市政工程项
目21个，交通运输项目20个。 交通运输行业的单

个投资体量最大， 如湖南省铁路征地拆迁一期
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达244.88亿元。 而国家鼓励
引入社会资本的农业、教育、水利、保障性住房等
重点领域的项目相对较少，这与不同行业PPP项
目成熟度不同有关。

省财政厅表示， 将努力争取财政部1800亿
元PPP融资支持基金、“以奖代补” 政策支持，积
极为示范项目寻找合作伙伴、 筹资融资搭建平
台，加快PPP示范项目落地。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平 罗云峰) 我省今天起启动“PPP推广活动
月”。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我省将通过“三座城
市、四场会议、跨区联动”的形式，掀起PPP推广
热潮。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湖南省推进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新闻发布会上，省财
政厅厅长郑建新发布上述消息。

“PPP推广活动月”内容包括：5月11日，省财
政厅、 省贸促会将带着52个PPP项目走进香港，
在“‘一带一路’海外融资（香港）洽谈会”期间重
点推介；5月18日， 将借助十九届北京科博会平

台，举办“′2016湖南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
范项目推介会”；6月6日至7日， 将在长沙承办
“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第三次顾问委员会
会议”（GIF）和“PPP在中国”国际研讨会。

郑建新介绍，两年来，我省按照程序规范、专
家评审、严把质量、示范引领的原则，确定了3批
省级PPP示范项目共199个， 总投资额3109亿
元。项目涵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市
政工程、医疗卫生、片区开发、旅游、教育和保障
性安居工程等领域，呈现出项目推进较快、实施
程序合规、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等特点。截至目前，

第一、二批82个省级示范项目中，有63个项目已
经和社会资本开展合作，并签订了合同、协议或
意向，签约率达76.8%；28个项目进入执行阶段，
落地项目占比34%，高于全国PPP项目平均落地
率12个百分点；已开工建设的项目有26个，计划
今年开工建设的项目有25个。 82个省级示范项
目中，已完成立项手续的有76个，占比92.7%；已
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及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有71
个项目，占比86.6%；已通过实施方案审核的有
46个项目，占比56.1%；已进入政府采购环节的
有45个项目，占比54.9%。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李伟锋)5月5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陈向群在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简
称“省联社”)调研时强调，要坚持改革和
转型，以改革促转型，加快农村信用社
发展，加快补齐农村金融短板。

近年来，全省农村信用社不断加大
对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
的支持力度。 截至4月末，全系统存、贷
款总量分别达6885亿元和3692亿元，涉
农贷款余额3142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1711亿元。 金融产业扶贫范围覆盖全
省所有县市区，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6.64
亿元。 全省已经组建农商银行73家，另
有43家机构启动改革，产权制度改革进
度居全国农信社系统前列。

陈向群对全省农信社改革发展成

绩予以充分肯定。 他强调， 要进一步
加大农信社改革发展力度， 改革后的
农商银行要坚持服务“三农” 方向。
要鼓励优秀的农商银行上市， 进一步
做优做强。 要高起点谋划长沙农商银
行未来发展， 加快推进长沙农商银行
筹备工作， 尽快挂牌。 省联社要抓管
理、 强基础， 推动业务创新和管理创
新， 全面提高全省农信社系统的管理
水平。 要坚持从严治社， 不断增强风
险管控的能力。 要落实责任， 抓好党
风廉政建设。

陈向群强调， 省委、 省政府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农信社和农商银行发展
壮大、 做优做强。 省直各有关部门要
为农信社、 农商银行改革发展做好服
务工作， 营造良好环境。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任筱聪 ）5月5日下午，省
军区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对“两学一做”作出具
体安排和明确要求。 省军区领导黄跃
进、刘建新、郭辑山、姜英宇出席会议。

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在
讲话中强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是全党政治生活的大事，目的在于
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要在理解把握
“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指示中，坚持全
覆盖、一体化。 要在理解把握“基础在
学、关键在做”指示中，坚持重在落实、

见成效；学是起点，做是落点，改是路
径。 要在理解把握“抓在日常、严在经
常”指示中坚持抓结合、促转化；一方
面，要与经常性党建工作相结合，另一
方面， 要与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相结合。
要在理解把握“履行主体责任、抓紧抓
实抓好”指示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省军区副政委刘建新指出，要切实
弄清“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目标任务，
把握总体要求，搞清本体内涵，解决突
出问题。 要切实加强“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的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分
类指导，搞好结合融合。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姚家琦）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友志率队来到省儿童医院，
对今年度省人大常委会重点处理建议
《关于将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纳入湖南省
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建议》办理情况进行
督办。

我省是人口大省，同时也是出生缺
陷高发省份，每年约有4万至5万名缺陷
儿出生。 同时，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
施，高龄孕妇剧增，出生缺陷发生风险
进一步增加。 对此，在省十二届人大五
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胡丽提交了《关
于将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纳入湖南省政
府为民办实事的建议》， 呼吁加强出生
缺陷防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后，决定将其列为
今年度重点处理建议。

李友志在省儿童医院考察了该院
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情况，并听取了省卫
计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负责人关于
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

李友志强调， 要以办理建议为契
机， 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构
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
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机制。 要加大对出生
缺陷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多
形式的宣传活动。 要加大出生缺陷防治
经费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市县两级的出
生缺陷防治中心，逐步实施出生缺陷三
级预防免费服务，建立完善相关医疗救
助机制。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杨柳青）
我省第二轮修志工作历经十余载， 现已
进入关键性攻坚阶段。 今天下午，全省推
进依法治志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计划
到2018年基本完成全省第二轮修志规划
任务和《湖南省志（综合本）》等编修任务，
列入规划的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力争
全部出版。 副省长蔡振红出席。

《湖南省志》规划编修的66部分志，
现已出版46部。 14部市州志书，现已出
版5部、评审3部。 规划编修的121部县级
志，已出版85部，评审12部、验收9部。

蔡振红说，要深刻认识做好地方志
工作的重要意义，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进一步强
化依法治志的工作理念，夯实地方志工
作基础，抓好规划编制，加强质量管理，
强化开发利用，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要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
机构组织实施、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
工作体制，坚持“一纳入、八到位”的工
作机制， 着力优化地方志事业发展环
境，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机构和队伍建
设，加强协作配合。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田甜）今年3月至
4月，省网信办举报部门、各市州、各属地网站采
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网络举报工作，共受理网
民举报20510件。 经审核，有效举报12991件。

综合分析全省举报情况，淫秽色情类有害信
息举报仍较为突出，达6851件，占比52.7%；政治
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14.6%；诈骗类有害信息举
报占比6.5%； 侵犯网民权益类有害信息举报占
比3.9%；赌博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3.5%；暴恐类
有害信息举报占比1.2%； 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类有害信息举报占比0.1%； 其他有害信息举报
占比17.5%。 其中，“京港澳高速岳阳段油罐车爆

炸死78人伤66人”等公共安全类网络谣言，受到
网民集中举报、谴责。

3至4月， 全省已处置网民有效举报11757
件， 处置率达90.5%； 通过各类渠道向网民反
馈处置结果11653件， 回复率达89.7%。 其中，
湖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直接受
理、 处置网民有效举报3927件； 各市州网信办
举报部门共接受有效举报1179件， 处置率达
87.1%； 属地网站接受有效举报7885件， 处置
率达95.8%。

湖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直
接受理、处置网民有效举报3927件。 经核查，会

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关停“长沙说”、“常德楼
市”、“郴州通” 、“掌上涟源” 和“新田在线网”等
微信公众号；联合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京港澳高
速汨罗段发生油罐车爆炸事故”网上造谣、传谣
等违法行为，删除相关网络谣言120余条，刑拘
造谣者1人， 坚决维护网络传播秩序。

举报中心今年已发放举报奖励3万余元。 欢
迎社会各界、 广大网民依法据实举报互联网违
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电话：0731-82688060
� � � � 举报网址：http://wfblxx.rednet.cn
� � � � 举报邮箱：hunanfuwu168@163.com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田甜 通讯员 吴庠）危
重孕产妇的“天使”张卫社；个人年门诊量超过6万人
次，人均医疗费用仅20元至30元的妙手郎中张涤；手
持法医刀23年， 只为洗冤泽物的法医钱超金……经
各市州推荐、网上投票、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4月初
启动的“湖南好人”评选活动首期榜单正式揭榜， 30
位好人光荣入选“湖南好人榜”。

4月上榜的“湖南好人”中，助人为乐类别有：
吴建川、吴梅香、肖冬元、赵淑清、谭铁辉、张文香、
杨艳；见义勇为类别有：王佳林、达代宁、刘群、黄
黎明、龙娟、彭中伟、佘纪分；诚实守信类别有：罗
玉莲、王中苏；敬业奉献类别有：张卫社、刘晓鸥、
叶小兰、李冬至、张涤、钱超金、夏立丰；孝老爱亲
类别有：肖自力、李德平、谢海华、李岳辉、黄桂英、
陈杰夫、尹志明。每月上榜的“湖南好人”详细事迹
请见湖南文明网“湖南好人榜”专题（http://hun.
wenming . cn/zt/201512/t20151217_3028574 .
html）。

根据省文明委第二十三次全会精神， 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开展了“湖南好人”推荐评选宣传活动，
打造“湖南好人”精神文化品牌，用接地气、有温度、真
实具体的“凡人善举”“草根英雄”故事，在全省营造争
当好人、崇尚好人、学习好人、宣传好人、关爱好人的
浓厚氛围。

“湖南好人”候选人由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各市州
文明办每月推荐，共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个类别。 今年底，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办还将从上榜“湖南好人”中评选出“十大
湖南好人”，进行隆重表彰。

“PPP推广活动月”启动
省级PPP示范项目落地率高于全国平均12个百分点

全省第三批PPP示范项目发布
总计117个项目，总投资额达1713亿元

三湘时评

房屋租赁新政值得期待

陈向群调研农信社工作时强调

加快补齐农村金融短板

“两学一做”重在落实见成效
省军区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李友志督办重点建议办理情况

我省将于2018年
基本完成第二轮修志工作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李云

5月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确定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的措施， 推进新型城镇化满足群众住
房需求。 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国务院常
务会议推出四项举措，分别从房源、公租
房货币化补贴、 税收优惠以及市场规范
方面，给予住房租赁市场支持。

在不少城市，公租房是稀缺品，供应
数量永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而另一方
面 ，公租房又是 “奢侈品 ”，一些地方繁
琐耗时的行政审批流程，令大量公租房
需求者望洋兴叹。

作为保障性住房措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公租房产权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
有，应该具备公共、公益等属性，遵循公
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 ，彰显公认度 、公
信力。 此次的政策明确：在城镇稳定就
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和青
年医生 、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凡符合

条件的都应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公租
房货币化补贴的新政既是务实举措，又
是维系“公”字当头的与时俱进。

除此之外，房屋租赁新政至少还有
两个预期：一是放开市场。 发展住房租
赁企业、 鼓励个人依法出租自有住房、
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
住房……一系列的举措旨在刺激市场，
以实现市场活力“做乘法”，最大限度地
达到供求平衡。 二是规范管理。 新政提
出要推行统一的租房合同示范文本，规
范中介服务 ，稳定租赁关系 ，保护承租
人合法权益。 这无疑是在放开的同时，
强化制度的规范与管理，让这一市场有
序化、规范化，进而形成健康、可持续的
房屋租赁市场。

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在
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健全进程中 ， 有时
“携手”，有时也“掰手腕”。 国家“出招”
房屋租赁， 以期市场与政府找准定位、
“携手共进”，效果值得期待。

2016年度重点处理代表建议办理和督办分工表

省人大常委会今年重点督办6件建议

建议标题 主办单位 会办单位 督办领导
具体督办的

专委会
《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12年免费
教育的建议》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省民宗委、

省扶贫办
王柯敏 省人大民侨外委

《关于全省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缴费基数的建议》

省人社厅 谢勇 省人大内司委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建议》

省发改委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陈君文 省人大财经委

《关于将出生缺陷防控工作纳入湖南
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建议》

省卫计委 省财政厅、省人社厅 李友志
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
《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管理的建议》

省水利厅 省财政厅 陈君文 省人大农业委

《关于解决住宅专项公共维修资金
筹集、监管、使用、增值难的建议》

省住建厅 省政府法制办 王柯敏 省人大环资委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通讯员 邬书华 记者
刘文韬 ） 近日 ，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
《关于做好2016年度重点处理代表建议办理
和督办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2016年度6件重
点处理代表建议及督办分工。 这标志着本年
度重点处理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 今年确定的6件重点处理建议，
是从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
1250件建议中遴选出来的。 其中， 既有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 民族地区免费教育、 出生缺
陷防控等涉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
题， 也不乏养老保险、 农村饮水、 住宅维修
资金管理等民生热点。 重点处理建议将由省
人大常委会领导牵头督办， 有关的省人大专
门委员会做好有关督办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
联工委负责有关联系、 协调和服务工作， 以
确保办理实效。

■链接

省网络举报部门3-4月受理网民举报2万余件

“湖南好人”首期揭榜
张卫社、张涤、钱超金等30人上榜

� � � � 5月6日，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与思立幼儿园开展“微笑进校园” 迎接“世界微笑
日” 主题活动， 倡导同学们用微笑和乐观的态度面对校园学习生活。 彭彪 摄

笑迎“世界微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