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欧阳毅）北京时间今天凌
晨，从华盛顿传来喜讯，世界银行执
行董事会批准了我省发展政策贷款
（Development� Policy� Loan， 简称
“DPL贷款”）项目，将向我省提供2亿
美元长期低息贷款。这是中国首次运
用世行DPL贷款工具，对于深化世界
银行与中国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一项目是经省政府批准、 在省
长直接领导下推进实施的， 省财政厅
厅长郑建新担任项目组组长。 自2015

年6月正式启动项目申报以来，在财政
部、世界银行中国局指导帮助下，省发
改委密切配合，省财政厅预算处、金融
与债务处、外经处（外贷办）等相关处
室集中推进债务预算改革， 包括建立
省级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与风险控制
制度、编制3年中期融资债务预算和综
合债务报告、制定中期财政战略、建立
并运用省级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模型
（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sis，简称
DSA）等9项内容。这是我省运用国际
先进实践经验推进财政改革的成功典

范，标志着我省与世界银行的合作由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迈向推进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DPL贷款的目的是促进制度和
政策改革，贷款资金纳入借款人的一
般性预算，不指定用途，由借款人根
据自身的预算流程和制度安排使用。
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的世界银行中
国局首席经济学家李伟乔指出：
“DPL贷款工具能够使我们围绕一项
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与地方政府进
行更深层次和更具约束力的合作。”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刘铮铮要闻04

!"
! ! !" "##$!% $%&'(

)*+,
-./01234567 -8

9:;2<=>?7 @ABC%D
EFG7HIJKLMN%OP,

#$%&'()*+&

QRSTUVWXYZ[\
&$'( ] )& ! &( "VYZ[T

U4^_X'`a bcdefg
&*+,- hij klmTU4^no
pqrstu%TU4^V vwx
TUyz{|V}~4^jT��^
y'�����V �������
����X���,

&+!% ]i���VYZ[TU
4^����Q�yz3�, �v
��V �*��% '¡¢T4y
z£Q¤¥¦a

�§¨T4©ªX6VYZ[%

«¬®¯°V Q±P²³*´µ
¶·a�lmTU4^no¸qd¹
º»¼½¾¿a

,-./0123+4

ÀJÁÂÃ%ÄX^Å7 ÆQ
ÇÁÈÃ%XÉ¸Å´È�ÊËa

�ÌÍ%�ÎÏÐÑ�IÒiÓ
�Ô7 ÅÕÖX×Ø�{ÙÑÆQ
ÚÛÈ�Ü%cÝa

Þßàá6%Câãäåæ4
^çRèéêÊëÅ7 Éì�n�
�7ÅÕ�í�ª7îïð£ñò�
ÊNó7ôõ�ö�Xa÷÷YZ[
TU4^ÞøYù|úTû�7ü
R &! Ú6ýþn . Ús��N¾
óÿ7 8ø=R6ýdB% *$/7
ð!"=#Nóá6ýB$%A%
4^a

{J&y´{>?%'6±
(7&+!* ] !+ !7YZ[TU4^

+5XÉ¸Åwxrs7 )!de
fg ! hia �*È+%lm4,
¸q|5-./07123456j
78j9:j4,�XÉô;f<7
Í=>5j?XjéÉ�E'`@A
B7=ÿCDErEFa

G{�QÚlm4,¸q12
rsj þ4�HIJs�KLMn
o¸qv�s�N¹dOPQR�C
N%4^XÉ¸Å¹º7 YZ[T
U4^�ST4^LM¸qUV
W7 �Q®CDJXÉ¸Å¹º~
4^¹º�HX¤�7�X¤s�jX
¤N¹jX¤(YjX¤ÄZa

.3[56\W !& ¸]Y%
Yù^_`ò�7 Éìab=ºc
de ¢&yfg±(� *0 Éì~
3[56�h2}£�%iâa

�jk4,¸qlmnf<E
F7o3rspqrstPuv7q
BwÑtrx¡y�·z{|a�l
m4,¸q}dÞu~����7
XÉ¸ÅrsCDJ4^=R>
5j?XjéÉ=�ÍÅÕ���w
x7 p{&y��T4o�=º�
�Xêr3[ëÅ%XÉ��±
(a !!"#$!

!"#$%&'()
!!!"#$%&'()*+,-./0123456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
志林 通讯员 周忠应）今天，记者在
克明面业长沙生产点看到，南方各地
前来提取面条的货车， 络绎不绝。董
事长陈克明告诉记者， 这一段时期，
从销售到车间都忙不赢。

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时间，
克明面业持续不断从供给侧发力，生
产的面制品销售量从2.63万吨， 增长
到38.17万吨，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记者今天从克明面业获悉，2016
年公司销售量再次实现了两位数增
长，这意味着公司实现了11连增。

挂面是食品生产中的传统产业，
竞争十分激烈。 克明面业从优化产
能、提升质量、强化科研入手，引导市
场，赢得了消费者的心。

优化产能。 近两年公司减少落
后产能约3万吨。对原有生产线进行
大刀阔斧的升级改造， 新上生产线

一律配备国内顶尖、 国际一流的设
备。从而降低能耗近30%，节省生产
费用1000多万元， 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

调优结构。公司产品向多元化转
化，近年先后研发推出了适合不同消
费群体的乌冬面、冷冻面、波纹面、热
干面、 鲜湿面和鲜湿米粉等产品，使
产品结构得到极大丰富。经过千百次
实验，研发的“华夏一面”，现在成为

公司销售的超级单品。目前，公司销
售的挂面品种达300多个。

强化科研。克明面业投资上亿元
建起了国内一流的以面制品为主的
科研、检测、开发中心，吸引了一批科
研人才加盟，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研
发能力。公司参与的“高效节能小麦
加工新技术”，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 使我国的小麦深加工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克明面业销量赢得11连增
通讯员 毛德

近日， 在梅家村指导计生专干
完善好计划生育台账资料后， 梁晶
就回到了单位———涟源市安平镇政
府，在食堂里吃午饭。

要在以前，她可以在村里吃饭。
这样的变化，是从该市实施的一

项村级公务“零接待”制度开始的。
“以前，有领导来村里，不管大

大小小，总要吃吃喝喝，我们老百姓
最反感。”一位村民说。

“领导来指导工作，村里买两包
烟招待， 有的村干部在报账时会写
成两条烟。”一位知情人说。

这些不良现象引起娄底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徐勇的注意：“必须出
台强有力的制度来杜绝此类事件的
发生。”随后，要求涟源市先行先试。

去年11月24日，涟源市出台了
《涟源市村级公务“零接待”制度规
定》，全市547个行政村（合并前为
907个行政村）实施村级公务“零接
待”。该制度规定：严禁村级公务接
待；因重点工程、防汛抗旱、森林防
火、处理应急突发事件、换届选举以
及其他特殊情况， 各村确需安排就
餐的， 报乡镇批准并在乡镇财政列

支；市直机关和乡镇（街道）机关工
作人员下村，确需在村就餐的，由本
人现金支付， 回所在单位按不超过
20元/人·餐的工作餐标准， 按实报
销；各乡镇（街道）要制定相应的实
施细则，报市纪委备案后予以实施。

“村级发票报销必须由镇农经
站审核无误后，才同意报销。”涟源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孙纬辉表示，
凡违反规定的， 一律实行“一案四
查”，既追究当事人责任，也要追究
乡镇党委主体责任、 纪委监督责任
和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新规推行1月有余，给基层带来
全新变化。

“有了‘零接待’，村里可以名正
言顺地不接待， 再也没有碍于面子
不得不接待、 酒桌上不得不喝酒的
尴尬场面。”一名村干部如此说。

“以前经常看到村干部喝得醉
醺醺，说起话来酒气冲天，喝完酒后
基本不到办公室上班，都在家呼呼大
睡。”安平镇一吴姓村民说，“零接待”
制度推行以来最大的感受是，干部吃
喝现象不见了，办事更有效率了。

目前，娄底市已召开专题会议，
要求各县市区在2017年3月1日前
全面实行村级公务“零接待”制度。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人物档案】
盘晓红：省人大代表 、永州蓝山

县楠市镇中心小学教师，坚守山区和
农村学校20多年。2012年当选省人大
代表以来，盘晓红积极为农村教育的
发展鼓与呼，先后提交了 《提高边远
学校教师津补贴》等建议 ，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履职故事】
28年前， 盘晓红回到家乡蓝山

县， 在当地一乡村小学担任教师，目
的很简单，为的就是“把教育搞好”。

在深入瑶乡考察调研的基础上，
盘晓红写了一篇代表日记《贫困山区
的孩子们期盼您伸出温暖的手》和
《比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对永州
市11个县区全部纳入农村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等多篇建议，引
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如何全方面培养孩子？盘晓红坦
言这是一个社会大课题，也是她一直
在探索的问题。“探索的过程很艰辛
但很有必要。”目前，校园暴力、吸毒、
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校园安全事件的
发生，让盘晓红深感当前思想道德教
育工作势在必行。

让她挂念的还有乡村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状况。 多次走访调研过程
中，盘晓红发现，长期的亲情缺失和
家教缺乏，使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受到阻碍，迫切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
助。

“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让
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慢慢渗透，要培养出善良、仁爱、负
责、诚信的社会需要的人才，真正做
到立德树人。” 盘晓红告诉记者，今
年“两会”，她准备了关注家长教育
和幼儿教育、关爱留守儿童等建议。
希望政府能将家庭教育纳入教育体
系，开设准父母培训班，营造良好家
风。

从严治党在路上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背景】
至2016年初，全省物业维修资金

累计归集总额329亿元， 累计使用约
7.8亿元，使用率仅2.4%，更多资金“沉
睡”在账户上。使用难、监管难、筹集
难、 增值难成为物业维修资金管理的
四大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省人大代表
齐建湘在2016年省人大会上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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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从拓宽维修资金投资渠道、 简化使用
审批程序等7个方面解决“四难”问题。

【回音】
齐建湘长期从事房产行业，发现

许多住宅商品房已过保修期，一些建
筑部位以及电梯等公共设施因老化
需要维修，却因维修资金使用手续操
作困难、申报程序繁琐、维修资金使
用范围小等原因，不能及时获得维修
资金进行维修， 没有发挥住宅维修
“及时雨”的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把该项建议列为
2016年重点督办建议，由省住建厅
主办， 省财政厅、 省政府法制办会
办。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
敏率队到相关部门进行了督办，副

省长张剑飞主持召开了重点建议办
理工作推进会议， 省住建厅等部门
组织召开座谈会三次， 书面征求意
见三次。

2016年9月18日， 省住建厅和
财政厅联合印发了《湖南省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对危及人身安全、 房屋使用安全和
公共安全需要立即维修的情况，可
不经表决直接动用维修基金。 业主
大会成立后，可自行管理维修资金；
业主大会对多个计划维修项目可批
量表决； 规定可将物业维修资金用
于定期组合存款、 购买一级市场新

发行的国债等， 确保资金的安全和
保值增值。

“这些规定创新了物业维修资金
的使用方法，唤醒了‘沉睡’的资金。”
齐建湘说，以物业维修资金保值增值
来说，《办法》出台后，这些资金每年
能够有5%的收益， 收益额超过15亿
元，仅增值部分就可满足每年的物业
维修资金需求。

“我们将加大督查指导，确保《暂
行办法》相关政策落地”，省住建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将推动物业立法，力
争《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纳入2017
年立法计划。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背景】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发源

于永州蓝山县。 省政协委员吕斌介
绍，守护母亲河是每个永州人的历史
使命， 为保护湘江上游的生态环境，
永州市每年为此投入近180亿，如果
再加上禁采、 禁渔等等隐形损失，那
就是更大的一笔账目了。

“上游者保护，下游者受益，上下
游投入与收益不对等， 是造成经济社
会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省政协
第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吕斌与其他3位

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完善湘江生态
补偿机制的建议》，提出尽快健全湘江
生态补偿政策体系， 促进湘江生态补
偿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

【回复】
5000万人共饮一江水， 是我们

省的真实写照。
共享“生态红利”，是我省建立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初衷，也是建设生
态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

目前， 我省尝试设立区域补偿、
流域补偿和要素补偿相结合的“三位
一体”生态补偿机制。区域补偿方面，

对湘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
给予重点财力补偿，2015年后，享受
此项目的区（县、市）扩大到62个，省
财政厅对未纳入范围的3个省级重点
生态功能区也给予适当补助。

流域补偿方面，省财政厅联合省
环保厅、省水利厅出台了《湘江流域
生态补偿 (水质水量奖罚 ) 暂行办
法》，2015年底， 首次兑现湘江流域
生态补偿奖罚6497万元， 奖励永州
600万，对郴州市、长沙市处罚扣缴
资金达1050万元、750万元。《暂行办
法》“试水”两年后，目前已被参与各
方所接受和认同，体现了政策导向作

用。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着手将湘江
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价值进行量化，
统筹安排水质考核处罚资金，真正实
现湘江流域上下游各市之间的横向
补偿。

要素补偿方面，设立生态公益林
补偿资金和重点湖泊保护专项资金。
从2012年起， 国家和我省设立了重
点湖泊保护专项资金，计划用3—5年
时间对有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和生态
状况较好的重点湖泊进行保护，目前
水府庙水库、东江湖、大通湖、西毛里
湖、柘溪水库、铁山水库已纳入补助
范围。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

【人物档案】
北冰：男，省政协委员，湖南省远

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自2012年当
选省政协委员以来，北冰积极参与省
政协专项调研，每年都要递交两份提
案 。2016年 ，他的 《精准发力 、擘画旅
游强省新蓝图》提案得到了省委书记
杜家毫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批示，提案建议都在年度内得到落实。

【履职故事】
今年省两会，北冰带来了“创新

开放，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基地’融合
发展”与“创建国家旅游精准扶贫创

新区”两份提案。
北冰说， 我省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旅游产业与体育、农业、经济、科技、金
融产业都能够实现很好的融合，兼具消
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功能的新增
长点，是消费潜力大、消费层次多、持续
能力强、就业容量大、前景广阔的新增
长点，具有优化产业布局、统筹城乡发
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脱贫致富和
共同小康的特点，打造“全域旅游基地”
将更好地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北冰介绍， 湖南作为我国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与旅游发展大省， 在旅游
扶贫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和工作创
新，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积累了许多
宝贵经验。 为此， 在张吉怀地区设立

“国家旅游精准扶贫创新区”， 以创新
驱动为抓手，在体制、机制、模式、制
度、金融、土地、交通、人才等方面解放
思想、寻求突破，实践探索一套成熟的
“湖南旅游扶贫模式”，以此引领、带动
我省旅游扶贫可持续健康发展。

建议提案追踪

遇紧急情况可直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

完善湘江生态补偿 共享“生态红利”

代表委员这一年

盘晓红代表：扎根山区，为贫困学子鼓与呼

北冰委员：大力发展旅游，助力我省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 1月 11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天，全省发改财政工作情
况通报会在长沙举行。会上，省发改
委、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向各民主
党派省委、 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代表
人士晒出了重点项目建设成绩单、
财政收支账单。

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去年，全
省重点项目建设以推进结构性改
革，扩大有效投资为目标，共组织实
施重点建设项目120个， 总投资规
模8349亿元，120个项目整体进展
顺利，46个省重点项目投产或部分
投产，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
应用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省财政厅
负责人介绍，去年，全省各级财政部
门加力增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据

快报反映， 全省完成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4252.1亿元， 同比增长6%，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6000亿
元， 达到 6337亿元， 同比增长
10.6%， 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有力保障民生。

听完有关情况汇报后， 各民主
党派省委、 省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
派代表人士认为， 去年， 在新常态
下，两部门认真谋划、完善机制、真
抓实干， 取得了重点项目建设和经
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成效。 对今后
的工作， 与会者建议， 准确研判形
势，科学制定全省宏观政策；注重突
出政策引导效益， 加大民间资本投
入比例；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为企
业减负，降低企业实际成本。

北冰 通讯员 摄

� � � �盘晓红 通讯员 摄

世行将提供湖南2亿美元长期低息贷款
系我省首获发展政策贷款

村级“零接待” 刹住“吃喝风”

通讯员 周蕾

“新年伊始，请各单位按照干部
作风‘十二分制’要求，继续严抓单
位作风……”2017年上班第一天，
株洲县环卫处主任李剑源就收到了
县纪委作风办的提示短信， 他不敢
怠慢，立刻召开了机关干部大会。

“要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如有违
纪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会
上，李剑源厉声提醒，与会人员认真
做好笔记。这种局面绝非偶然，因为
环卫处才经历过一次“阵痛”。

2015年，株洲县创新出台干部作
风“十二分制”管理办法，记分结果直
指“帽子”和“票子”。按照规定，被记满
12分者，须参加作风建设相关学习及
考试；被记满18分者，年度考核不称
职，有职务的一律免除职务；连续两
个记分周期被记满18分，予以辞退。

2016年5月， 株洲县纪委作风
办在接到群众举报后， 将上班时间
在麻将馆内打牌的环卫处职工朱春
香等7人查获。当时，县纪委依据“十
二分制”， 对朱春香等7人各记6分，
扣除各人全年24%的绩效考核奖；

李剑源因主体责任履责不力记15
分，扣除全年60%的绩效考核奖，并
被责成到作风办跟班一周；其他3名
分管领导也相应受到了党纪处分。
此事在该县引起巨大轰动。

“李剑源快50岁的人了，为了
这个事不光受处分、扣奖金，还要去
作风办跟班学习，确实没面子。”“为
什么下属上班打牌， 一把手已经被
追责了， 分管领导还要受处分呢？”
一时间大街小巷议论纷纷。

面对各种疑惑和不解， 县纪委一
方面加大宣传教育， 另一方面狠抓队
伍日常监管，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十二分制’形成了有记分标
准、有奖惩措施、有责任追究的干部
作风考核体系，135名当事人被扣
分，57名单位责任主体因履职不力
被扣分，35名责任主体因主动履职
受到加分奖励……” 作风办工作人
员一笔一笔“算细账”。

较真碰硬的作风监管下， 全县
风气为之一变。 不光干部职工常绷
纪律之弦，更多“一把手”在落实主
体责任中也“自曝家丑”、主动作为，
带来“蝴蝶效应”。

一项制度引发“蝴蝶效应”

我省举行发改财政工作情况通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