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要闻02

姓名
性
别

民
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或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
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曹慧泉 男
汉
族

湖南
益阳

1966.03 研究生
工学博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

袁延文 男
汉
族

湖南
道县

1965.03 大学 农学学士
中共
党员

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省畜牧水产局局长、党组书记

省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

雷绍业 男
汉
族

湖南
桂阳

1968.10
在职

研究生
哲学博士
副教授

中共
党员

株洲市委副书记、
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校（院）长

怀化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提名为怀化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

陈 淼 男
汉
族

湖南
耒阳

1966.08
中央党校

大学
民进
会员

衡阳市统计局局长、
民进衡阳市委主委

提名为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柳怀德 男
汉
族

湖南
浏阳

1964.08 大学 工学学士
民盟
盟员

株洲市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民盟
市委主委、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兼）

提名为株洲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周煦惠 男
汉
族

湖南
桃源

1962.03 大学 农学学士
民建
会员

民建株洲市委主委、 市文联主席 提名为株洲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曹志强 男
汉
族

湖南
双峰

1975.07
在职

研究生

工学博士
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提名为中共湖南华菱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届委员会书记候选人

汤开清 男
汉
族

湖南
澧县

1964.02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
党员

省司法厅政治部（人事警务部）副主任
提名为中共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第二届委员会书记候选人

雷放华 男
汉
族

湖南
益阳

1964.04 大学
理学学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机构升格）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 � �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 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 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
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
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举报人可以通
过信函、电话、网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
面举报。 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
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举报的
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

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 严禁借
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 举报人将受到严格
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 ：2017年12月4日至2017年12
月8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省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 用 举 报 电 话 ：0731-12380；17773112380
（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7年12月1日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易巧君 刘运良） 医疗保险基金俗称老百
姓的“救命钱”，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
重要资金。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悉，省医保
局决定在全省着力查处虚假冒名挂床住院、
恶意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进
一步规范协议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服务和参
保人员就医购药。

为加强全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业
务监管，省医保局日前发出《关于在全省经
办系统开展“推行12条业务监管举措”活动

的通知》。为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通知》
要求各级经办机构强化对协议机构履行协
议情况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各市州、县市区
要在12月底前对民营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虚假冒名挂床住院、恶意套取骗取医保
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一次专项检查行
动；此外，对于住院购药参保人员的住院就
医、门诊购药、特门特药配送等作出了更明
确的规范。

《通知》 要求全面建立业务监管台账制
度。 各级经办机构对协议机构和参保单位的

每一次业务监管行为，包括点对点警示、日常
检查、突击检查、专项检查、征缴稽核、住院购
药回访、投诉举报处理等，都必须进行记录，
建立专门台账并存档备查；同时，要按规定将
有关情况向同级行政部门和上一级经办机构
报告。

此次行动，还将接受全社会监督举报。 各
级经办机构要设置举报信箱， 并在公共服务
网站(http://www.hn12333.com/)或其他官方
网站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或电子邮箱， 对举报
要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刘运良

日前，省医保局发出《关于在全省经办系
统开展“推行12条业务监管举措” 活动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着力查处虚假冒名挂
床住院、 恶意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
行为。 医保监管“12条”如何发挥威力与震慑
力，实施过程中如何“接地气”？ 12月1日，记者
为此专访了省医保局有关负责人。

监管协议机构服务， 常态化
警示与规范化流程双管齐下

为进一步规范协议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服
务，此次行动，要求全面建立协议机构“点对点”
常态化警示制度。 包括各级经办机构要全面准
确收集协议机构(医院、药店，下同)主要负责人
和业务经办人员的联系方式(包括办公电话、手
机号码、电子邮箱等)，建立手机短信或电子邮
件发送平台， 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上门宣传机
制。“我们将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分阶段编写履
行协议和规范服务行为的警示短信或宣传资
料，每月或每季‘点对点’地发送或送达协议机
构主要负责人和业务经办人员。 ”省医保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各市州、县市区要在12月底前完成
一次发送或送达任务。

此次还将严格规范协议机构评估确认和
公示备案。 各级经办机构要严格规范协议机
构评估确认流程，依照政策法规要求，明确评
估小组的组建及履职、评估确认程序、社会公

示及同级行政部门备案等内容， 并切实遵照
执行。《通知》要求，各市州、县市区要在12月
底前完成评估确认流程的制定或修订工作。

为杜绝某些医院将“阴阳处方”分别录入
两套系统之类的骗保行为， 将组织开展协议
机构医药费用信息传输专项清查。 各级经办
机构要统一规范医保结算系统与协议机构
HIS系统接口标准，完善接口功能，确保信息
采集上传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严禁手工录
入医药费用信息传输结算,� 杜绝虚假接口传
输和医保目录二次匹配， 严防串换药品和项
目结算。 各市州、县市区要在12月底前完成对
重点协议医院、 特门特药配送药店医疗费用
信息传输的专项清理。

规范参保人员 就医 ，重在
强化身份识别与建立回访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参保人员就医购药，避免医
疗资源过度浪费等现象，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将全面强化住院购药参保人员身份
识别。 各级经办机构要强化参保人员身份信息
采集，参保人员住院、购药必须使用社保卡或
身份证进行医保系统登录和复核，严禁将无卡
无证人员纳入医保系统结算。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利用人社APP或微信平台，实时采集参保人
员照片， 与相关证件的身份信息进行比对，随
机对住院参保人员进行远程查房和实时监控。

《通知》要求，各市州、县市区要在12月底
前对住院购药参保人员身份识别系统功能进

行一次完善和优化。
建立健全住院购药参保人员回访制度。

各级经办机构要完善参保人员联络信息采
集，通过多种途径(电话、短信、微信等)对参保
人员的住院就医、门诊购药、特门特药配送等
进行随机回访。

确保基金安全，“互联网+大
数据”织好智能监管网

“人社部已于今年6月全面部署‘互联网+
人社’2020行动计划，互联网大数据已经慢慢
渗透到了医保全流程。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我省的医保监管也迎来了智能时代挑
战，包括如何利用和如何监管两方面。

该负责人介绍， 各级经办机构利用网络，
强化住院购药参保人员身份识别；全面强化异
地就医费用信息网上监管，加快完成协议机构
与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接口开发和调试，实现
协议机构异地就医费用信息的互联互通。 各市
州、县市区要在12月底前完成参保地获取就医
地医疗费用信息的系统功能优化。

据了解， 我省各级经办机构将全面推进
医疗服务智能监控工作， 省医保局要求新启
动的地方必须使用全省统一的智能监控系
统。“要充分利用智能监控平台和大数据分析
平台，查找、发现、分析协议机构医疗服务行
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及时开展实地监督检
查，规范医疗费用审核结算。 ”该负责人表示，
将尤其加强对特门特药配送的实时监控。

张欢

从业人员超过200万，全年完成总产值
7304亿元，湖南是名副其实的建筑大省。但
相比苏、浙、鲁等建筑强省，湖南还有很大
的奋进空间。

刚刚落幕的2017湖南（长沙）装配式建
筑与建筑工程技术博览会， 倒是给人以新
的启发———在国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加
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 装配式建筑
作为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 正处于行业大
爆发的“前夜”。 根据住建部总工程师陈宜
明在“筑博会”上的研判，湖南装配式建筑
和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已经名列
全国第一，未来前景可期。

在这次“筑博会”上，作为首批国家装
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的长沙市与9家国家级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16家省级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获得授牌。目前，全行业年产能
达到2500万平方米， 总产值达到400亿元，
湖南装配式建筑的产业矩阵开始成型。

前几年， 当全国各地还对装配式建筑
持观望、迟疑态度时，湖南率先打响“建筑
革命”之战。 2014年，省政府在全国率先下

发推进住宅产业化的文件， 将装配式建筑
列入“十三五”期间全省重点扶持的十大新
兴产业之一，并相继出台了生产基地奖励、
建筑容积率奖励、 消费者购房补助等一系
列扶持政策。政府“有形的手”精准发力，直
接推动着这一新兴产业先人一步。紧接着，
湖南“装配式建筑+精准扶贫”模式开全国
先河，“装配式建筑+一带一路” 模式更将
湖南建筑的匠心品质输往全球。

越来越响亮的“筑博会”品牌，也为湖
南装配式建筑 “攻城略地” 提供了展示舞
台。2015年11月，湖南筑博会首次亮相就引
起行业关注；2016年“筑博会”吸引国内外
参展的企业达358家、辐射9个国家和地区，
成交额70多亿元；今年的“筑博会”全面展
示了装配式建筑企业全产业链的新技术、
新产品、新成果，观摩人数达到5万多人次，
签约金额估算达200亿元。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装配式建筑作
为建筑业发展的新趋势，竞争日趋白热化。
湖南要当好“领头羊”，虽仍需在品牌和质
量上下功夫， 但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期待，
“住建湘军”趁势而上，推动建筑大省向建
筑强省阔步迈进。

� � � �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湖南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
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于2017年11月30日
经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11月30日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今天， 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全体
（扩大） 会议在长沙召开， 总结交流5年来
全省人大相关工作经验。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柯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 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以
来， 省人大民侨外委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 法治湖南建设、 民族团结进步和对外
开放大局， 依法履职， 积极工作， 较好地
完成了本届工作计划和常委会交办的各
项任务。 5年来， 省人大常委会共批准民
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11件；
共审议代表议案10件， 对口督办代表建
议48件。

王柯敏在会上强调， 要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统领， 自觉将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工
作放到全省工作大局中去统筹谋划， 不断
提高依法行权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要充分
运用执法检查、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 专题调研、 代表视察等多种方式， 支
持和监督政府及有关部门着力解决好民族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决胜民族
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取得新跨越。
要积极运用侨务对台等方面的立法和监督
职能， 深入推进党和国家侨务外事港澳对
台工作政策和法律法规贯彻落实。 要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来
引领和教育我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
方面取得新成效。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夏润龙）2017长江经济带
科技资源共享论坛昨天在长沙举行。 来自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及8个兄弟省份的科
技部门、 科技服务界和企业界代表齐聚一
堂， 共商推进科技资源协作共享与创新驱
动发展大计。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
赖明勇在致辞中表示， 论坛的举办是长江
经济带省市科技资源协同的有益探索，也
是湖南省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行
动。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 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本届论坛以“共享
助推创新”为主题，采取主题报告结合交流

发言的方式， 围绕大数据对科研资源共享
的推动作用、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运行情况、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等问题，从政
策、理念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坛上， 宣读了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
共享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单位名单， 启动了
湖南省科研仪器设施和检验检测资源开放
共享服务平台。同时，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管理中心与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的6个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与湖南的9家园区及科研单
位签订了17个战略合作协议，涉及电动汽
车、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电网等多个产
业领域。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颜常青）11月30日，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专场推出并主办的中车株机管理创
新经验交流会在株洲市召开。 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出席并讲话。

“自主研制中国首台商用中低速磁浮
列车、世界首列超级电容100%低地板有轨
电车，并首次将中国动车组打入欧洲市场，
成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金名片’等，
正是创新驱动带来的巨大推动力！”中车株
机董事长、党委书记周清和介绍，近年来，
公司积极探索国际化经营之道， 致力于创
新牵引、管理强基，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的民
族品牌，先后开展了“装备制造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培育与管理”“提升高性能轨道交通
装备自主研制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建设”“轨
道交通装备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创新驱动
战略实施”等创新工作，驱动企业实现更有
效率、更高质量发展，连续4次荣获国家级
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据悉，未来，中车株机将把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落实到企业发展全过程，以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党建工作创
新和文化创新等为路径，在“十三五”期间，
沿着以轨道交通装备为主体， 以新产业和
海外市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的“一体两翼”
发展目标， 推动湖南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
群冲刺2000亿元规模目标。

湖南打响医保基金“保卫战”
严厉查处虚假冒名挂床住院、恶意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

医保监管划定12条“红线”

文明礼让
我来代言
12月1日， 岳阳市南湖

广场，1000余名公安交警与
文明交通志愿者一起，摆出
“122，文明礼让”造型。 当
天，该市纪念第32个国际志
愿者日暨岳阳市文明交通

“万千百”活动启动，将在全
市动员10000名文明交通志
愿者， 寻找并表彰1000名
“文明礼让好司机”、100名
“文明出行好市民”、100名
“文明交通好志愿者”，传递
文明交通正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潘胜亮 摄影报道

三湘时评

湖南装配式建筑何以再度惊艳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71号

（2017年11月30日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 � � � 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经过审议，同意省人民政府提出
的关于湖南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方案。 会议决

定：湖南省应税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
每污染当量2.4元，应税水污染物适用税
额为每污染当量3元， 自2018年1月1日
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湖南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

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王柯敏在省人大民侨外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

以十九大精神为统领提高依法行权履职能力

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共享论坛在湘举行
湘沪签订一批战略合作协议，赖明勇出席

中车株机交流管理创新经验
推动湖南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冲刺2000亿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