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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陈新）日前，长沙市发
改委发布了《长沙市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的
具体构成作出了详细说明， 由成本加利润加税金
构成。限价商品住房的平均利润率为6%至8%。

办法明确， 限价商品住房是指按合理标准建
设、政府限制销售价格的商品住房，不含住保部门
建设和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办法指出，限价商品房
的成本包括楼面地价、前期工程费、房屋建筑安装
工程费、 小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及附属公共配套设
施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基金等。

办法要求， 住宅小区内经营性设施的建设费
用，开发经营企业留用的办公用房、经营用房的建
筑安装费用及应分摊的各种费用， 各种与限价商
品住房开发经营无关的集资、赞助、捐赠和其他费
用，各种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款，按规定已
经减免及其他不应计入价格的费用等， 不得计入
限价商品住房价格。

办法要求，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限价商品住
房价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明码标价。 凡违反国
家明码标价等相关规定的， 由长沙市价格主管部门
予以严肃查处。

鼓励出租车以油代气，缓解“气荒”

长沙4座加油站
柴汽油优惠销售
0#车用柴油、92#汽油每升均优惠0.3元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罗新苗）
受天然气供应紧张影响，今天中午12时开始，长沙市对出
租车停止供气。对此，中石化长沙石油分公司宣布在长沙
4座加油站实施柴油、 汽油挂牌优惠，0#车用柴油、92#汽
油每升均优惠0.3元，鼓励出租车以油代气，缓解“气荒”造
成的不便。

近日，我省发布天然气迎峰度冬黄色预警（Ⅲ级）的紧
急通知。12月14日，长沙市启动天然气迎峰度冬黄色预警
（Ⅲ级）应急响应，并于15日提升至橙色预警（Ⅱ级）应急
响应。

据介绍，目前，长沙市正规运营出租车均为油气混
合动力， 为降低行驶成本主要使用天然气。“气荒”发
生后， 长沙市优先保证公交车供气， 暂停对出租车供
气。

为促进出租车在这一特殊时期多使用柴油、 汽油，
中石化长沙石油分公司在中石化滨江新城加油站（岳麓
区潇湘北路3段670号）、中石化彭家巷加油站（开福区北
二环高岭村）、中石化火星一站加油站（雨花区万家丽中
路二段48号）、 中石化环城加油站（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1号）开展优惠活动。目前，4座加油站柴油、汽油价格
已经全部按要求调整完毕，除出租车外，普通家用汽车
也能享受优惠。优惠活动将持续至长沙市天然气恢复正
常供应。

从严治党在路上

泸溪“强火力”惩治扶贫领域“微腐败”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洗溪镇甘溪桥
村原党支部书记符某， 在2006年至2017
年9月期间，虚报冒领移民后扶资金6075
元，并非法占有，符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12月18日，泸溪县纪检监察公
众号通报的一起基层“微腐败”案件引发
众多微友点赞。

该县纪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 正风肃纪拧螺丝， 问责追责钉钉
子，坚持惩治“微腐败”不松劲，盯住基层
吃、拿、卡、要等问题不松手，做到“零容
忍”，露头就打。对于隐藏在基层的小腐
微贪，决不掉以轻心，精心施策，从严施
治。全县共收集扶贫领域“雁过拔毛”问
题线索95条，立案审查27人，诫勉谈话1

人， 移送司法机关2人， 收缴违纪资金
69.35万元，清退群众资金45.62万元。

压担子打板子，确保“责任清”。该县
层层压实“两个责任”，让党员领导干部
担责尽责。目前，对“两个责任”落实不力
的14个单位28名责任人进行了严肃问责。
1至11月底，全县立案86件，党纪政纪处分
135人，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45人，第

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70人，纪律重处分13
人，移送司法4人，断崖式降级2人，开除党
籍、公职2人。通过压担子打板子，释放了
“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该县还出台《泸溪县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问责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对
精准扶贫工作存在的“十种情形”进行严
肃问责。县纪委抽调150名工作人员成立
3个巡察组，开展精准扶贫领域专项督查
巡查193次，问责党员干部175人，诫勉谈
话17人，纪律处分24人，移送司法2人。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贺文英）“通过‘一月一主题’活
动，建立健全制度16项，成立7个督查组，
对全县的项目资金与涉农资金进行摸底
排查等特色工作，全年共发现、受理扶贫
领域问题线索105条，立案61人，已给予
党政纪处分58人， 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期
39人，上门清退资金20.4万元……”临近年

底，用精准监督为精准脱贫保驾护航，正是
安化县纪委交出的一份“年考答卷”。

安化有134个贫困村，是全省脱贫攻
坚主战场之一。 为严惩扶贫领域“微腐
败”问题，今年7月，安化县根据实际，针
对群众反映突出、 信访举报集中的危房
改造、生态公益林、低保五保、畜禽养殖
补贴、就业创业等项目资金问题，每月确

定一个主题开展集中清查。
期间， 该县纪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

与县财政部门对接， 对项目资金的使用
情况摸清底子， 对每笔资金的拨付使用
情况进行逐笔核查， 对发现的问题线索
及时上报并查处。同时，大力推行乡镇纪
委区域联动协作机制， 走村入户进行线
索排查，有效排除人情干扰。仅7月开展

的危房改造资金专项整治中， 各乡镇通
过片区内交叉检查， 就处置问题线索38
件，立案15起，给予党政纪处分17人。

“集中对某个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
大清查，从个性中找共性、管住长远，使
隐藏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被及时揪
出。”安化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
开展以来， 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受
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74件，已
给予48人党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4
人，追缴和清退违纪资金60.8万元。

安化“一月一主题”严惩“硕鼠蝇贪”

长沙明确商品住房价格
平均利润率为6%至8%

� � � � 12月19日上午，中建五局施工人员将长潭西高速公路跨线桥南幅钢箱梁顶推到位。该桥是湘江新区首座大跨度曲线
钢箱梁桥，全长100米，分南北两幅，总宽36米，重达2600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方茜茜 摄影报道

湘江新区首座大跨度跨线桥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彭晖

2017年12月16日， 对于新化县桑梓
镇满圣村杨建华一家来说， 是值得纪念
和庆贺的日子。这一天，久雨的天气突然
放晴，寂静的村寨被一阵阵“噼里啪啦”
的鞭炮声唤醒，在村主任的带领下，村民
们齐心协力将“进宅大吉”的横匾挂在了
杨建华的新居门楣上。

当天前来致贺乔迁之喜的人群中，
有几位“贵客”，他们是致公党湘潭市委
和湘潭市工商联的工作人员， 以及致公
党党员、 三马国际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总裁马楚桂先生。

杨建华喜迁新居的背后， 是马楚桂
主动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暖心故事。

马楚桂与杨建华家结缘， 还得从一
则轻松筹说起。2017年3月13日，一则“新
化县桑梓镇患者的求助” 轻松筹信息发
在三马名车微信群。 信息是一个名叫杨
建华的村民发来的， 他的老婆确诊为化
脓性脑膜炎， 急需3万元诊疗费救命。看
到这则信息， 马楚桂立刻派公司义工负
责人比干敏核实详情。

比干敏联系了公司两个义工，立马驱
车前往新化县桑梓镇满圣村。 这一天，恰
逢天降暴雨，当比干敏三人一身泥泞到达
满圣村， 遇见一个赶着4头牛归家的小男

孩，一身被雨水浇得透湿。村主任告诉他
们：“这就是杨建华家的儿子”。 他们随着
小男孩来到杨建华的家，所见到的情形远
远比轻松筹介绍的情况要恶劣很多：一栋
四面透风的土砖房， 一个80多岁的老母
亲，一对残疾夫妇，一个在读的女儿，一个
失学的儿子。家里唯一的劳力是80岁的母
亲和8岁的小男孩———村里的放牛娃。

得知这一家的情况， 原本只是打算
捐助2万元的马楚桂当即决定，为杨建华
一家建一栋房子， 让他们在今年的寒冬
能搬进一个温暖的居所。

随后， 马楚桂亲自驾车再赴偏远的
满圣村。 义工们帮姐弟俩从省城里买来

了新衣新鞋新书包， 从很远的地方挑来
水帮他两兄妹洗澡。 比干敏把小男孩的
姐姐接到县城， 在理发店帮她梳通了板
结在一起的头发。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马楚桂捐资20万
元为杨家修建的新房终于完工，并且通电
通水通路，还添置了床铺和彩电等。在马
楚桂的帮助下，失学在家的小男孩也于今
年9月份上学。 马楚桂还表示：“会一直帮
扶这一对姐弟直到上大学。”

记者了解到，在马楚桂的感召下，其
公司员工自发组成200多人的义工队伍，
近年来累计捐资助学近500万元，惠及贫
困学子600余人。

致公党员主动对接建档立卡贫困户，援建新房、资助姐弟读书———

寒冬来临，贫困户搬进温暖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