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企业度过“瓶颈期”

江永县地税实现“三量齐升”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王娟 任泽旺）最近，江永县宏达公
司主动缴纳企业所得税19533元。 公司负
责人文加贵说：“县地税局帮我们解决资金
和用工困难，企业获得逆势发展。”

据了解，今年，江永县不少企业进入资
金困难、产业升级困难的“瓶颈期”。为此，

该县地税局有针对性地向相关企业派驻帮
扶责任人，帮助企业解困。目前，已先后为
企业解决困难49个， 联系银信部门发放贷
款2350万元。企业发展了，推动地税收入总
量、增量、质量“三量齐升”。今年1至11月，
全县入库各项地税收入17964万元，同比增
加2083万元，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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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通讯员 冷云飞
孔军 周文娟 记者 张斌)为人师表，校园里的
老师如果有不清廉， 给学校和社会都会带来
不好的影响。湖南城市学院纪委、监察处有关
负责人今天告诉记者， 为提高学校老师们的
清廉指数， 该校今年来实行让在校学生监督
老师的清廉表现，建立起“党风廉洁观察”新
机制，效果出奇的好。

据介绍，为切实加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
畅通校党委、纪委倾听学生呼声渠道，搭建学
生监督老师清廉的平台，自今年9月起，湖南
城市学院将原来建立的“党风校风观察站”、

“校风学风观察站”， 整合形成以学生为主体
的“党风廉洁观察”新机制。一方面，该校注重
建立健全学生监督老师清廉的组织体系，另
一方面， 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党风廉政建设
宣传教育活动。

同时， 确定每年11月开展覆盖全校师生
员工的“廉洁文化月”活动，让老师广泛参与
并接受教育。 在发挥学生监督老师作用的同
时， 该校也注重加强学生的廉洁修身养成教
育。他们通过开展“让教育者先受教育、让监
督者先受监督”，“端正教师教风和学生学风”
等活动， 使每位教师对师德师风意识真正入

脑入心， 使学生真正明白自已必须健康成长
才能有效监督老师清廉。

“党风廉洁观察”新机制实施近3个月来，
湖南城市学院对该校4个单位5名教师分别发
生的“收受学生礼物”、“经费安排雁过拔毛”、
“私自兼职谋利”等问题，在调查核实基础上，
进行了诫勉谈话和警示教育， 所有当事教师
均表示诚恳接受学生监督和组织教育并改正
存在的问题。 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廉洁观
察”新机制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全校党风廉
政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今年已获得多项
省部级和国家级奖励。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夏石燕 彭华）案虽结却事未了，信访人继
续纠缠不休，怎么办？办案与处访相脱节，信
息不对称，做息访工作“空对空”，如何破解这
一难题？安化县纪委负责人今天透露，该县纪
委今年来创新信访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听证
举措，搭建信访人与案件承办室的沟通平台，
有效解决了一批长期缠访的信访积案、难案。

安化县东坪镇颜家村村民举报村干部贪
污涉农资金案，是一起上访多年的疑难信访案
件。在接到举报信息后，县、镇纪委针对反映的

问题已作调查处理， 并对被举报人给予了党纪
处分。但信访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仍然上访不
断。11月29日，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
东坪镇党委专门召开东坪镇颜家村信访听证
会，邀请信访人代表和镇纪委、镇经管站等单位
负责人、驻村干部参加，县纪委指派信访室、案
件承办室负责人全程参加。会上，针对信访人提
出的21个问题，案件承办部门和参与财务清理
的镇经管站分别就调查核实的相关情况和所
适用的政策依据、党纪条规一一作了答复。与会
的镇党委和县纪委有关负责人，就如何依法、依

规、理性表达诉求向信访人提出了具体要求，告
知了有关法律规定。最终，信访代表人表示尊重
信访听证会结果。

安化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信访听证
会这种形式在当地纪检系统并不常用， 是一
种创新机制。在双方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基
础上，信访听证会通过立足信息公开，立足平
等对话，立足凭据说理，让各方有机会阐述自
己的观点， 消除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误
解和矛盾，达到了疏通矛盾、消除疑惑、息诉
罢访的效果。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唐爱平）中
联重科今天传出喜讯，公司《环保高效干式环
卫清扫装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项目， 荣获
2016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据
悉，这是环卫机械装备行业首次获此殊荣。

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是我国机械
行业的最高科技奖项，也是机械工业领域推
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重要途径和风向

标。
中联重科《环保高效干式环卫清扫装备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在环卫装备专用风
机低噪设计等关键技术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
突破和实质性创新， 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
领先。该项目共获授权关键技术专利50余项，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30余项， 填补了多项行业
技术空白。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技术已经应
用在了中联重科多款干式扫路车上。 通过关
键创新技术， 使干式扫路车的扬尘浓度降低
近10倍，整车作业噪声降低1-2分贝，油耗降
低20%以上。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实习生 张维正）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开福区
地税局获悉， 该局在确保完成税收任务的
同时，积极落实国家各项税收减免政策。今
年1至11月， 共计减免税25502.91万元，月
均减免税款超过2200万元。

今年以来，国家减免税力度持续加大，
利好政策接连出台。该局通过公众号解读、
纳税人学校培训、 组建师资进企业授课等
方式， 积极主动向纳税人宣讲各项税收新
政，同时组织专人上门解读相关细则。在办
税过程中，工作人员主动帮助企业“用活、
用足” 税收优惠政策。10月份的税收预缴
申报中， 长沙美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可获
得税收优惠， 但因企业办税人员不熟悉税
收政策，未主动要求减免。细心的工作人员

发现后，当即通知该企业更正申报，确保税
收优惠应享尽享。 针对征管辖区内特困企
业较多实情，该局积极落实相关政策，主动
为22户困难企业减免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240万元。

严把审核关，“该征的征上来、 该减的
减下去”。今年，省高速公路开发建设总公
司委托代征的全省19条已通车高速公路
建安、监理项目，移交开福区地税局进行清
理。该局接手后，迅速与该公司联系沟通，
对项目所涉及的400家施工及监理单位的
合同金额、已发生计量未税金额、应代征税
款、已代征税款等数据仔细审核把关，在确
保营改增优惠政策执行到位同时， 确保代
征数据准确无误、 确保应缴的1.16亿元税
款全部征缴到位。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
天记者从娄底市人民检察院获悉，2016年12
月9日，娄底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

以涉嫌受贿罪对湘电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马甄拔（正厅级）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
措施。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三湘风纪

在校学生监督老师清廉表现
湖南城院建立“党风廉洁观察”新机制

“信访听证”搭建起沟通平台
安化纪委破解一批缠访积案难案

中联重科斩获机械工业科技一等奖

政策上门 优惠到位

开福区地税月均减免税收2200万元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赵书生）在长沙缴存公积金，不仅
可以贷款买房， 还可以向银行申办消费信
用贷款。记者今天获悉，浦发银行长沙分行
联合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湖南长银
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推出“长沙公积金
缴存人网络信用贷”。市民通过手机银行即
可申请，最快1分钟即可完成审批。

目前长沙公积金中心累计缴存职工超
过110万人，归集总额超过510亿元，累计
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超过342亿元。 浦发银

行长沙分行提出，依托公积金缴存大数据，
可以实现“全流程线上操作”、“信用放款”。
凡是在长沙公积金中心缴存满6个月的自
然人，并符合相关贷款申请条件，即可申请
最高额度30万元的消费信用贷款，授信期
限最长1年。

据悉，申办了该“长沙公积金缴存人网
络信用贷”，对市民以后的公积金买房或提
取公积金不产生任何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贷款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如住房装修、家具
购买等，不能用于投资基金、股票等。

有公积金缴存可网贷30万
通过浦发手机银行操作，最快只需1分钟

娄底市检察院对马甄拔立案侦查

养猪致富
12月13日， 慈利县

岩泊渡镇行溪村养殖专业
合作社猪场。 2013年，
该村成立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 首批引进50头种
猪。 今年， 合作社已产仔
猪 3500 头 ， 出 栏 生 猪
4500头， 年产值600余万
元， 解决当地50余人就
业。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黎小湘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张明子 李文龙）12月12日上午， 在临
湘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该市13名非公
党（委）总支书记分别上台就履行基层非公
党建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该市十三村、兆邦陶瓷、国发精细、
浮标协会、建设行业协会、旅游行业协会
等13名非公党（委）总支书记参与此次述
职活动。 述职内容重点是落实“三会一

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两个覆盖”
“双强六好” 非公党建工作任务情况效
果。述职采取“一述一问一评”方式进行，
即述职一个、提问一个、答问一个、点评
一个；之后，13名非公党（委）总支书记还
相互提问并作答。最后 ,全体与会人员进
行现场测评，填票打分，测评结果有6名
非公党（委） 总支书记为优秀，6名为合
格，1名不合格。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曹娴 陈新 周
殷）12月13日， 长沙天心区雀园路某汽车
4S店的作业区内，一辆汽车驶入喷漆房等
待喷漆。记者看到，喷漆房的排风管道通向
室外，连接着一套废气处理设备。天心区环
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这套特殊工艺
处理， 喷涂产生的有机废气的综合去除率
可达75%以上。 这是省内首个探索汽车4S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试点。

在众人眼中，汽车4S行业似乎与空气
污染关系不大， 实际上却是抗击雾霾的重
要“战场”。VOCs，即挥发性有机物。汽车喷
涂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挥发性有机
物，对皮肤、血液、心肺等产生危害，而且排
至大气中会产生光化学污染， 聚合生成

PM2.5，形成灰霾。
天心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来， 该局对辖区内涉及有机化工、 表面涂
装、家具制造、装饰涂料、油站等行业VOCs
排放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摸底调查。其中，
汽车4S店是该区治理VOCs的重点行业，
仅桂花坪一带就有4S店20余家。

此次以一家4S店为试点，在喷漆工区
新上一套喷漆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已运行
半个月。经第三方检测，非甲烷总烃、甲苯、
二甲苯、 粉尘等的综合去除率可达75%以
上。

据介绍， 目前国家还未出台统一的
VOCs监测标准，天心区的VOCs治理试点
将为我省制定新标准提供科学参考。

喷涂有废气 治理出新招
长沙天心区率先在全省探索汽车4S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临湘13名非公党（委）总支书记述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