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记者 孟姣燕）
今天，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工程公益服
务中心授牌仪式在长沙官塘冲社区举
行。以打造智慧社区湖南样本为目标，服
务中心将以“省时、省力、省心、省钱、社区
全能服务、十分钟快速”为服务理念，专
注于让社区居民享受优质家居生活。

据介绍， 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
工程项目， 由中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
会牵头， 通过服务中心布局为社区居

民提供便捷上门服务， 促进居家养老
智能化，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长沙官塘
冲社区服务中心是落户湖南的首个项
目，服务内容不仅包括缴费服务、便民
信息、办事指南、小区拼车、快递收发、
家政服务、亲子出游等传统项目，还提
供小区团购、小区外卖等增值服务，另
外还将在社区常年开展免费安装健康
直饮水、免费赠送智能手表、免费赠送
“看家卫士”等主题活动。

打造智慧社区湖南样本
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工程公益服务中心落户长沙

� � � � 12月27日，社区居民在欣赏文艺节目表演。当天，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工程湖南
首家公益服务中心在长沙市雨花区官塘冲社区挂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付莉） 省河长办今天通报，河
长制省级考核验收现场核查日前完
成， 各市州推行河长制的基础工作基
本到位，专项整治有的放矢。

今年是我省推行河长制的开局之
年。 为迎接中央即将对我省河长制工作
开展的中期评估验收， 同时做好我省
2017年度河长制考核工作，省政府在12
月先后两次召开河长制考核验收专题会
议， 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以开展自评和
省级验收为抓手，全面进行再梳理、再落
实，全力做好中央评估迎检工作，确保省
级验收过关。

省河委会成员单位高度重视考核
验收工作，充分发挥部门协同作用，抽
调精干力量， 组成7个现场核查小组，

由相关厅局副厅级负责人担任组长，
从12月20日起，分赴14个市州开展现
场核查。

现场核查小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
察看、听取汇报等形式，按照中央对河
长制工作中期评估的标准以及省河长
制工作年度考核办法的要求，重点对河
长制工作方案制订、制度建设、机构设
置、人员和经费到位、河长名单公示、河
长公示牌、河湖档案等方面的基础性工
作进行佐证材料核查；对县、乡、村三级
的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实行随机抽查。

从现场核查情况来看，总体上，各
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 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 推行河长制取得了初步
成效。下一步，省河长办将把核查的问
题清单汇总，针对清单进行重点督办。

河长制省级考核验收
现场核查完成
各地基础工作基本到位， 专项整治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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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渊 男 汉
族

湖南
邵东

1966.10 在职
大学

法学学士 中共
党员

绥宁县委书记 提名为邵阳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郑再堂 男 汉
族

湖南
新宁

1963.12
中央
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邵阳市双清区委
书记

提名为邵阳市政协
副主席候选人

任浩波 男 汉
族

湖南
临湘

1964.01 大学 医学学士 民革
党员

民革岳阳市委主
委、 岳阳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副主任

提名为岳阳市政协
副主席候选人

邓师煌 男 汉
族

湖南
张家界

1963.11
省委
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张家界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
任、党组书记

提名为张家界市政
协副主席候选人

梁永泉 男 汉
族

湖南
靖州

1965.04 在职
大学

中共
党员

新晃侗族自治县
委书记

提名为怀化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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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环境保护税新闻发布会传出消
息， 我省环境保护税将于2018年1
月1日开征，按月计算，由纳税人主
动按季申报缴纳， 纳税人除按规定
交纳环境保护税外， 还应当对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环境保护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
责征收， 纳税人应当依法如实办理
纳税申报， 对申报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承担责任，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纳税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当日。 纳
税人申报缴纳时， 应当向税务机关
报送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种类、数
量， 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的浓度
值， 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
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 按
季申报缴纳的， 应当自季度终了之
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
申报并缴纳税款； 不能按固定期限
计算缴纳的， 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
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按
次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环境保护税开征后，不再征收

排污费。”省地税局总审计师曾初良
说， 我省环境保护税应税大气污染
物适用税额确定为每污染当量2.4
元， 应税水污染物适用税额确定为
每污染当量3元，环境保护税的纳税
人为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纳税人在缴纳环
境保护税的同时，还需按
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达标排放，超标排放污染
物将依法受到严肃查处。

■相关链接

污染当量， 是指根据污染物或
者污染排放活动对环境的有害程度
以及处理的技术经济性， 衡量不同
污染物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指标或
者计量单位。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简政）今天，记者从省国资委获悉，省属监管企业
大力推进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单位工作。截至
目前，29户省属监管企业的管理层级全部压缩至
3级以内，共压缩管理层级在4级、5级、6级的企业
124户；通过股权转让、工商注销，共减少法人单
位近100户。

根据实施方案， 省国资委明确2017年将监
管企业管理层级控制在3级以内，2017年至2018
年减少法人单位20%左右。

“压”“减”之间促改革，切实提高企业内生动
力。华菱集团按照“三级法人、两级管控”的要求，
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减少管理层级。目前，管理层
级由5级全部压缩到3级， 共压缩管理层级在4级
以上的企业法人25家；通过调整优化集团组织架
构，高中层管理人员精减30%以上。

湖南建工集团确立了“重组整合、股权调整、清理
退出和工商注销（撤销）”四种模式，2017年集团管理
层级全部缩减至3级，法人单位减少17家，非法人单位
减少108家，企业运营效率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由10家企业联合组建才一年多的湖南交水
建集团，“压层级减法人” 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管
理层级严格控制在3级以内，精减法人户数11户。
集团旗下的湖南路桥隧道分公司与尚上公司整
合，湖南路桥十分公司与湖南交通国际经济工程
合作公司完成重组，疏浚公司与湖南路桥四分公
司进行企业内部重组整合，改革活力与集成优势
得到全面释放，2017年承接业务300多亿元，同
比增幅266%。

环境保护税明年1月1日开征
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

“压”“减”之间促改革
省属监管企业管理层级压缩

至3级以内，减少法人单位近1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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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至2018年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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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