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四03 要 闻

!"#$%&'()*
+,-./01)2345 6/

789:2 !;<=%(>?@ABC
9)2DEF!"DGH I9JD;K
LM "#$% N3O:PQ &'"(# R:
S5 T.UVI:WXYZ[!"\
]I^_`ab ,)2cde!"c
df)2g/e\]`/M

! !"#$% "&'
(')*+,-.

+,-]hi:2Kjklm"
noKjbkpqrbstDubvB
wxym"f z{!"|}~e��
�:PQf :S��I��C`��
`��M

/0123%#4567$��O
���:PQ2�I���(��"�
�f������������2�I�
��(��� ¡¢�� ���£¤
2�I���(^¥xym"IPQ
¦§�� �:S¨©2�I���(
exym"Iª«¬�M ®¯xy
m"Kj°±²³b 3O���:P
Q2�Kj´nµ±²³� xym"
I ¶(²³b :2KjI��´(
²³�m"·¸oµ±²³b3O:2
Kj´nµ±²³� "�¡¢I¹º
(²³b:PQ��I�¶´(²³b
1»3O:2¼m"noI�½¾¿
À�M

/0893%#:;<=$YÁP
QÂÃÄÅfÆ¤ÇÈ/É^f:S¨
©jÊoËÉÌf KjÍÎÏ>ÐÑ
Ò|"��"�I�¶ÓÔb .�Õ
3O:2KjÖ×ØÙÚf�Û�M>

-�Ü�ÝmÞß:PQf Kj¨¼
àáâãäåæçf èéêÖ=ëì
Ø�¼íØÝm�:2Ö×î(IÓ
Ôb�ïÝm�"�I�ðÙÚb�y
ñN"�ò|"I��M >-�"�
�sØ�ï:2óm"Ö×IÓÔ
"&&# Nb ôõö2÷[ÓÔøÞfù
úûü¼ýþøÞM

/0>13?#@)AB$ ]hz
_ÿ!ù"/#bÊÌÊg�$m"%
�b&m"�'�ü2�ó:PQ��
2��()�Z*��¡¢+,f¡¢¹
ºó:2ÿ!-./"Z*b¿·¸o
µf�'�üf0s��ê %_1f&"ÿ
23%4�ál¤�ù"5�"�6b.
/ú7�OPQ�ð��b2�[á8
��¡¢9·9gIÿ!M :;*b<
=ù">?%4 )*('@Ab BC5D
'&&#@Ab 2�[�¶·¸ª«E %
Nb�¶·¸ª«6 )#)Nboµ<=
¥FGHI %@J� KL"�ò "+(@
ò #+$)@"�MNM

! !"C"D "EF
*+G/HIJ!KL"

+¥-&ÞßO6Ýmf �>Ý
m¼:SÝP¡¢f Kj¨¼àáâ
ãQÜÝmf�R¶"á�b YS/Tb
hUB`�$%�¼Kj/TVW±

�Ob em"noXD^_I9Íó
g/M

ÍYZ¸ÞßO6ÝmM �Ým
ÞßseÝm6[\ÿ! %() Nb5
DÝm%4 '), ]@Ab^_ÿ!%
4 "+#`AM tabbõocàáâã
I�de�jÊ¼Ým:PQI!"|
}�fgh� jÊb sijÝm�>
&(&Rbàáâã )&& NbÕ-ki�
ÍYÞßijàáâã "*, Nbl®
mnoeàáâãñMñ;píÉq
r "@AKjstM luÒvFàá
âã¼Kj¨wxy7"�6f "�
òI!"z{bk|�}¼~�b��
¹�¼�ab "�z{�"ð���
��¼%���I�Ò·¸M

��Ò�>OEÝmM �+:
PQ��Ö=b (·¸��f ß��
�f %���I6��i���ýI
��ÒÆ¤~SeO��Pb Fw
��oµfO`!"M��PgMi�
� b¡h¢£¤¥+f¦§Ìfa�
Zf C°¡¢KjI¨©�>�þO
6:PQâãª6�:«� ���ý
Mb�¬�^6kÆ¤M 1ü�:SP
}�C`b�:SH~|}a®f�
|}a®H~:Sb ("�6oµ
¯°��f 3¸·¸êS§s±ÿ!
&'NbP236²¸"jPQ $)NM

�k:S�>OòÝmM --³

´µDnµ�áw¶é�g`f�:·á
°�·¸¹ºê»Íb2÷:S�>/
¿Ým� ¡¢Î#b1C�"!-�Ý
m<=b ñR¼½��¾Ìª¤¿À
I:Sb�Á�ÂIa/ëi ".) R
2Ã÷Ä"�òbiÅÆ¿ÇfDÈ´
¸¼?ÉêÖ=ÝÊ!"|}M >-
ÍY:S�>s/¿Ým"�ò
"$$)& òbËÌ¼^_Ým%4 "$&"
@AbÝÊÍÎ1ÏÓÔ ')$Nb1»
["�òÝm>KLb>- $,/i�
I"�òÐó[·¸oµM

! !M>NO" PQ
!RA"STUVWX

ÑÒÓ¤á¡¤ÇÈ/IÆ¤b
Ó¤áÔÕÖ¨©IÍÎb Ó¤á¡
×rØÙIcÚ:Sb !"\]Û´
 iÜ±1ÝM

'YZ[# \]^_*+H/Y
`abc$ >-ñN6ôH[ ) R
i�cÚÞß�>b sH6kÞß
�> )#") Rb H3à_·9 '$
Rb e6kÆ¤2�H[Máâß
[/TM õöPQ["�6:¡>â
ãf àáâã²ÔãÆ¼Ü6Ým
Kj¨~ãÆb õö¿ &''R"�
6:¡>âãf àáâã¼ ")) RK
j¨~õöwC %äSåãb .�

z^[:2fxym"fÿ!2�êÖ
×I¸�ãM

Adef# 'g^_*+Hhi
e$ ]h�Du:S¨©I�JP�a
/M "�6;æ+oµ:S '# Rbs
íØïçO:S )&* Rb s]ÖØ
�b�± ),& Rb& "'# R�+èD
PQÖ�b & "*Mj¨:éRÝ�b
¿ &# RçO:Sj�C!:éRI
PQÝ�M PQ"�6:Sñ;Så
ãô( )êi�b Såã:Së
"+"@]MêM

jklm# Qn^_*+HWo
pq$ Bwi6�ìve�¶I�6
íÎî�ÍÎM ),"# ;b>-�"�
61üI %()Nÿ!f "�ò¼qm
òI®ïêôÕð1»[äå�ñò
:0n�KjíwCà�Îób6«ì
v«S¿m"ÿ!I1ü¼%4Ö�
vÊwC>åLìvb¿ÿ!IÎóf
1ü¼m"%4Ö�vÊôõöaw
C[0ªb®m[ÿ!Îóà�f%4
Ö�vÊz«f¡¢÷øbFw[m"
noIz«¤ùBwM

'YrV# Astu+vwxy
z$ÝmÞßù"�1Ým%4beg
`úû2�DÈ%4m§b() NÓ¤
6kg`úûI"�6b( ""üý}
ôuþyy~[2�þ�Mtab�"

�6z_[6kg`úûIDEúÿ
¼z«¥2�bwC"�!"by7#
aM &6kg`úûz«2�~[à
¥$Sfàôõ%fàZ_Ýfà&m
§fà'g`I�(à���å�M

{|}~��# ��^_*+,
��$ -«)®�º"�6ñ6ñ;
Êr6kS§s±oµIÝm%4É
*r )@Ab ñN"�6(R;Ü6
Ým/+ab ô�¤6kS§s±ÿ
!b 6kS§s±$D�ë± & @A
i�b Õ�ð�ÍÎ6kPQ��s
tÉ,IÓÔM �Ü6ÝmÞß-.
¬Ò¡h6kPQnoS§%�f/
gS§%·fs0S§%4foµS§
·¸M �23>?(36I0123
�KL�ü4356f378ê95%
:~IS§%·fS§;�fS§%4
Ðó¡h��<¸f·¸oµbD=õ
>oµ?_6kS§s±I�>@=
A�M

�Y��#��^_*+��$�
ÿ278ï�(@� ·¸ÐB�CD
E�bFiGHfGIfGJeKLI
�G@�·¸biMNfOPeKLI
�Q@�·¸biRSfTEfUIeK
LI�>@�·¸bi4VWêåXY
¼ZJe[LI�\@�·¸bi]Ef
FGHIe[LI�̂ @�·¸M _`
�0a ! �� ! 3ò�IPQ:=bi
�Rkáf:®m�4Fkáe"�òD
È$bfkáDÈ¿À��fkámc
d$b®mFGHIeEp>f®m3
òf19 I��<=b g"�ò1»
�q5Dfu·ïfhiïfjklfm
m$�M !!"" !#$%&!

!"#$%&'()*+
!!!"#$%&'()*+,-)./0&1)234

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今年9月，以“一库一网一平台”为
核心的邵阳市信用信息系统建成；10
月底， 邵阳市46家成员单位累计实现
报送“双公示”数据3.7万余条、公共信
用信息数据384万余条，报送数量和质
量居湖南省各市州首位。

这是湖南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
一个缩影。

曾创造过“湖南模式”的湖南信
用体系建设，如今迈上了更高的发展
道路，信用湖南“信”意正浓。

顶层设计， 为信用建设
指路导航

在“信用湖南”网站首页“双公示”
栏目中， 点击打开任意一条行政许可
类信息，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许可事
项名称、审批部门等内容一目了然；行
政处罚类各类信息也一清二楚。

“实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用信
息‘7天双公示’，是解决信用监管信息
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也是打造透明政府
和公信政府的重要体现。” 湖南省发改
委党组书记、主任谢建辉表示。

省发改委、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作为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双牵
头单位， 努力构建严密的信用建设工
作体系，不断形成全省信用建设合力。

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
的系统工程。2015年6月出台的《湖南
省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2015-2020年）》， 明确给出了全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时间表、任务书

和路线图。此后配套出台的几个相关
政策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重点
工作和部门的职责分工。《湖南省公
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2016版）》则更
进一步明晰了相关部门必须公示共
享的信用信息资源。

省发改委牵头， 在全国率先开展
社会信用标准体系研究，形成《湖南省
社会信用标准体系研究》课题成果，从
基础通用标准、信用信息标准、信用服
务标准和信用管理标准等四个方面，
提出了299项具体标准，明确了全省社
会信用建设标准化的方向。

多点发力，信用监管体系
逐步完善

完整的信用记录、及时的信息归
集、充分的共享交换，是构建信用监
管体系的前提。

以“一库一网一平台”为核心的
湖南省信用信息系统，已于2015年12
月建成。截至目前，平台已归集23家
成员单位的107类信用数据、1063个
数据项、954万条信用信息，初步满足
全省信用监管基本需求。

目前， 湖南省信用信息系统已实
现与国家信用平台以及省内30多个
省级业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与信息
共享。今年，我省又着力推动市级共享
交换平台的建设， 初步构建了上接国
家信用平台、 下达全省各市县和各级
政府部门的立体化互联互通格局。同
时， 共享交换平台也已经与12家成员
单位政务外网， 与4个市州、18个兄弟
省份信用网站完成链接， 实现信息共

享。 年底前可以实现与所有地级市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网络全联通、 数据全
交换、公示实时化。截至10月底，“信用
湖南” 网站访问量总计达571万人次，
最大单日访问量16.4万人次。

大力推进行政许可、行政处罚7个
工作日内“双公示”制度。目前，共享交
换平台归集双公示信息112.7万条，涉
及省直22个政务部门。

构建完善的联合奖惩和市场主
体分类监管机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
策，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初步构建“一
处失信、 处处受限” 的联动机制。同
时，积极开展奖惩应用。对纳入黑名
单的企业在企业债券发行、关税配额
分配、税收稽查评估、招投标、财政专
项资金、担任董事法人代表等方面实
行联合惩戒； 对诚信企业大力推行
“信易贷”“信易审”“信易债”等。推动
税务、工商、商务、食品药品等领域建
立完善市场主体分类监管长效机制，
对失信企业和守信企业在日常监管、
行政审批、资质评定、财政专项资金
安排和表彰评优等方面差别对待。

边建边用，信用服务市场
正在形成

近年来， 我省按照边建设边应
用，以应用促建设的基本思路，大力
推动信用信息在政务领域的应用。

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管理
工作中广泛应用信用信息产品。
当前，商务系统在行政审批中对
市场主体实施了信用审查。住建
系统将保险费率调控与信用建

设结合，曝光并约束失信行为。招标投
标、财政补贴、评优评先、公务员遴选、
两会代表委员选举都首先核查信用状
况或应用信用报告。

同时，湖南还积极推进金融信用信
息和企业信用信息的应用，化信用资源
为金融资源。截至2016年10月末，湖南
省内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计查询个
人信用报告651.7万次、 企业信用信息
查询36.7万次。 企业信用信息应用方
面，已为3256家企业出具企业信用记录
查询报告，为全省近50家商业银行开通
授权查询，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展示
窗口全年访问量达4139万人次，授权用
户346户， 授权用户查询量达117.6万
次。基本满足各界对企业信用产品的需
求，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

着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社会信用监管网络，由此深入到人
们的生活中。

长沙麓山路上的“飞帆旧书店”
是一家无人收银书店，顾客通过自选
自付的方式，选好书后，将钱放在店
里的黑色保险箱内，就完成了购书过
程。书店开张以来从未遭遇过未付款
和偷窃的情况。 漫步在长沙城内，不
时可见无人售货的诚信超市，“诚信
从我做起”的诚信商户、诚信市场、诚
信企业……“人人讲诚信、处处守信
用”，正在三湘大地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12月12日，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其中湖南
有段意花、 罗华等10户家庭受到表
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全国文明
家庭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12月13
日，省委书记、省文明委主任杜家毫
会见了我省荣获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称号的家庭代表， 强调要持续深
化家庭文明建设， 用千万家庭的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湖南将如何动员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接下来会有
一些什么举措？12月14日，湖南日
报记者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
明办主任刘进能进行了专访。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有
崇敬祖先的优良传统。”刘进能说，
家庭是每一个人生活、成长、教育、
成才的地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好的家
风往往能影响人的一辈子。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
社会如何发展， 对一个社会来说，
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
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
明作用都不可替代。 在刘进能看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
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
想启航的地方，论述得非常透彻。

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领域，
以前包括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创建三大部分， 从今年开
始，增加了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的
创建。尤其是今年中央文明委首次
评选全国文明家庭，把文明家庭的
创建上升到国家的层面，纳入精神
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布局，在精神文
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人，
也不论住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
都是家庭的一员，家庭文明建设可
以说做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对所有
人的全覆盖。刘进能说，文明家庭
的评选，将让精神文明建设到达全
社会的“神经末梢”。

接下来，湖南将努力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杜家毫在
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各
级党委、 政府要把家庭文明建设放
在经济社会大局中统筹谋划， 进一
步健全文明家庭建设领导协调机
制， 积极为开展家庭文明建设工作
创造条件、提供资源、搭建平台。各
级文明委、 文明办要把家庭文明建
设活动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
和目标考核， 与文明城市、 文明单
位、文明校园一起部署推进，加强统
筹协调、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各级
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要结
合自身特点， 把家庭文明建设作为
一项重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最重要的是把文明家庭纳入
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和布局。省
文明办将安排部署全省各级文明
办、妇联等，在省、市、县、乡各级广
泛开展文明家庭的评选， 动员全社
会共同参与家庭文明建设。”刘进能
说，2016年， 湖南已经启动评选省
级文明家庭，通过各级文明办、妇联
广泛发动群众， 推选了100户省级
文明家庭候选家庭，并进行了公示。
下一步经过省文明委审议通过后将
进行隆重表彰。 文明家庭的评选将
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题和主线，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家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

“精神文明建设要落实在具体
的人、事、细节上，通过具体可感
知、可触摸的人物、故事，打动、感
动、触动更多的人。”刘进能说。首
届全国文明家庭诞生后，省文明办
将对困难的文明家庭建立帮扶机
制，让好人有好报。同时通过宣传
报道，把他们的故事创作成文艺作
品，组织他们到各单位、社区、农村
去宣讲，发挥文明家庭的示范引领
作用，激励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到
创建文明家庭中来。

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挖掘整理
好家风、家规、家训，传递尊老爱
幼、勤俭持家等好观念，倡导忠诚、
责任、亲情等好理念。同时，省文明
办还将把文明家庭的故事用音频
视频等方式进行传播，推动形成爱
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
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今天，围绕“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的主题，省
委宣讲团成员、湖南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李民赴岳阳，向岳阳市委中心
组成员， 市直机关单位和中央、省
属企业负责人，以及当地高校师生
代表等，作了一场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宣讲报告。

李民在报告中，紧扣省党代会精
神，分大会基本情况、省党代会报告

重要精神、省纪委工作报告主要精神
3个方面， 就充分认识和把握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现实条件、发展
愿景和任务举措等， 进行了深入、系
统、科学、全面的解读。他指出，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贯彻了中央精神，彰显
了湖南特色，也顺应了人民期盼。

与会党员干部听了报告后表
示，将把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际
行动，转化为岳阳建设“一极三宜”
江湖名城的强大动力。

信用湖南“信”意正浓动员全社会
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刘进能

省委宣讲团赴岳阳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上接1版②）
节点城市包括浏阳、醴陵、韶山、湘

乡、耒阳、常宁、武冈、临湘、汨罗、津市、

沅江、资兴、洪江、冷水江和涟源。以常规
公交为主体，完善公交线路与乘坐环境，
规模较大的城市可根据条件规划建设

BRT，鼓励公交出行。 完善非机动车道
建设与管理，鼓励步行与自行车出行。

《规划》 还提出了交通枢纽打造、民

航机场建设、轨道交通建设、港口码头扩
容、公交都市创建、绿色交通推广、智慧交
通升级、交通政策完善等8大行动计划。

（紧接1版①）“一高出” 指摘帽县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省委十届十三次
全会确定的目标（按照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017年实现8000元、2020年突
破10000元的要求， 测算到年份作为
验收标准）；“一达标”指贫困县摘帽时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完成率、 贫困村退
出率达95%以上为合格。

据悉，我省采取实地验收和第三

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贫困人口脱
贫、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进行验
收。

（上接1版③）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亲自倡办、

亲笔题写校名并亲切嘱托“一定要办
好”的大学，湘潭大学一直把抓好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学校工作的重
中之重。 2015年，湘潭大学入选首批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全国
研究培训基地；2016年， 湘潭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先后入选湖南省重点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示范马克思
主义学院，其主办的“领航讲堂”，从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实务部门领
导专家和先进人物中选聘讲师，获评
省“宣传思想工作优秀案例”。

除了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
道作用外， 学校积极开辟“第二课
堂”， 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宣讲和学
生实践活动。 校党委书记、校长亲自

带头为师生举办“中国梦与湘大使
命”“大学之道”等一系列讲座；积极
组织师生开展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
年主题征文、红色旅游资源调研等社
会实践活动；构建完善了毛泽东思想
研究、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等网
上“红色阵地”；举办“首届中国大学
生孝文化节”“第七届中国大学生DV
文化艺术节”等一系列正能量校园文
化活动。

这些活动活化了思想政治教育，
也收到了实效。 湘潭大学涌现了服务
老人2万名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标兵”、“全国百佳志愿者”邓榕；带着
“木偶”爸爸上大学的“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陈君君；因乐观与孝顺感动无
数网友的尿毒症患者“最坚强大学
生”胡志鹏；坚持公益11年，为他人筹

集物资、善款超过40万元的“全国百
佳志愿者” 王达佳等一大批道德典
型，被媒体誉为“湘大群模现象”。

“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湘潭大学
有优势， 但同样面临新形势下的挑
战。 ”黄云清说，习总书记讲话有两大
方面特别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 一是
要“教育引导”，这是一个观念与方法
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在今后思想政治
工作的实践中，从内容、方式、渠道等
各方面加以改进，更好地适应新形势
青年学生的思维特点、 行为特点；二
是要更好地聚焦工作重点任务与内
容，要紧紧围绕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
中国发展大势、 中国特色和国际比
较、 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等展开，既
坚定学生理想信仰、提升学生的政治
素养和道德品质，又培养学生求真务

实的精神和干事创业的实践能力。
“我们将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
黄云清说，学校对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讲
话非常重视，12日特地召开党委中心
组学习会议，组织了全体校领导和部
分党政部门负责人集中学习。 在会
上，他提出一要转变观念，对于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性意义，全
体教师、干部在理论和实践上应有更
为深刻的认识； 二要在真正构建起
“大思政”格局上下功夫，形成齐抓共
管、全面育人的体制机制，把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到专业教学和日常教育
当中去； 三要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加
强师德建设，并制定政策吸引、鼓励
高水平教师来讲思政课； 四要掌握
好、运用好网络教育、新媒体等技术
手段，创新教育内容与形式，在“要讲
的”和学生“想听的、喜欢听的”方面
做好文章，增强教育引导的实效。

把“要讲的”和学生“喜欢听的”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