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童正茂 杨威）今天，湖南
省电子政务中心与建设银行湖南省
分行在长沙签署“互联网+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合作协议。 据了解，根据
我省推行电子政务的有关安排，双方
将围绕省政务服务平台的“网上办
事、公共服务、便民缴费”等事项，于本
月底开始陆续上线缴费功能，搭建统
一支付平台。

建行湖南省分行作为行业领先的
国有大行，在信息系统安全、金融支付
结算、 便民服务以及渠道广泛等方面

优势明显。 此次助力政府搭建政务便
民综合性服务平台，将实现自然人、法
人、 政府机构等不同主体的行政审批
电子化、民生支付数字化、行业应用智
能化和城市服务综合化， 让数据多跑
路，让百姓少跑腿，最大程度地便民利
民。

根据合作协议，银政双方将以“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载体，在支持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
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继续发力， 下一
步还将深入推进智慧政务、 智慧城市
等领域的合作。

“互联网+政务服务”插上金融翅膀
省电子政务中心与省建行合作搭建统一支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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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
示，5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为34003.6亿元，同比增
长13.7%，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0.2
个百分点，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
点。 1-5月新增2144.9亿元，同比少
增233.4亿元，5月份新增 276.5亿

元，同比少增68.8亿元。
分主体看， 住户贷款同比多

增 。 5月末全省住户贷款余额
11721.0亿元， 同比增长19.4%， 增
速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 1-5月新
增 819.8亿元， 同比多增 127.7亿
元。 5月份新增211.6亿元， 同比多
增71.3亿元，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新

增 194.6亿元， 同比多增 64.0亿
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同
比少增。5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及机
关团体贷款余额22178.0亿元，同比
增长10.8%，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0.6个百分点， 比上月下降0.8个百
分点。 1-5月新增1314.5亿元，同比
少增355.3亿元，5月份新增57.9亿

元，同比少增149.1亿元。
此外， 1-4月， 全省新增社会

融资规模2215.4亿元， 同比少增
811.4亿元。 其中， 间接融资规模
新增1932.4亿元， 同比少增665.8
亿元。 直接融资规模新增203.9亿
元， 同比少增160.4亿元； 股票融
资新增44.1亿元， 同比少增172.3
亿元。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今天， 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发布5月份全省金融运行
情况： 5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48611.3亿元， 同
比增长7.6%，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
6.0个百分点， 比上月下降1.0个百
分点。

自上年9月份以来，全省各项存

款增速持续下滑。 今年1-5月，全省
新增存款1882.0亿元， 同比少增
1309.9亿元，其中5月份仅新增78.0
亿元，同比少增392.9亿元。

数据还显示， 非金融企业存款
出现负增长。 5月末，全省非金融企
业存款余额13258.9亿元，同比下降
0.2%，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7.9个
百分点， 比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

1-5月净下降577.7亿元， 同比少增
1596.1亿元。 5月份下降253.7亿元，
同比多降183.3亿元。

此外， 住户存款同比少增。 5月
末，全省住户存款余额24824.2亿元，
增长8.6%，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3.6个
百分点， 比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
1-5月新增1449.5亿元， 同比少增
153.6亿元。5月份净下降24.2亿元，同

比多降76.9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 广义政府存款

同比多增。 5月末，全省广义政府存
款余额 8502.4亿元 ， 同比增长
18.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0个
百分点， 比上月提高1.1个百分点。
1-5月新增531.8亿元， 同比多增
625.0亿元。 5月份新增218.8亿元，
同比多增100.6亿元。

5月新增贷款276.5亿元
全省5月末贷款余额34003.6亿元

各项存款增速继续下滑
全省5月末存款余额48611.3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6月14日，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省残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清理认定工作的通知》，并召开视
频会议进行部署。 记者第一时间采
访了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对清理
认定政策精神进行解读， 以此回应
社会关切。

残疾人两项补贴已惠
及120多万人

为什么要开展清理认定工作
呢？这位负责人说，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2016年我
省全面建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简称“残
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不断提高补
助标准，已累计发放资金17亿元，覆
盖目标人群120多万人。今年，省政
府将残疾人两项补贴确定为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 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
每月55元， 这有助于更好满足残疾
人美好生活需求。

该负责人指出， 这项制度在实
施过程中离高质量发展还有一定差
距。比如，有的政策宣传不到位，部

分残疾人对象不知晓、 不了解残疾
人两项补贴； 残疾人证发放把关不
严；资金发放不及时，大部分县市区
按季发放，甚至半年发放；动态管理
不及时，有死亡、异动的对象仍在领
取补贴的情况。不久前，省政府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残疾人两项补贴工
作， 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认
定工作。

锁定三项重点把好事办实
省民政厅负责人说， 重点民生

实事是一项德政工程， 关键在于把
好事办实。怎么办实？清理认定工作
因此列出了三大重点。 第一是看残
疾人证发放是否精准。 对已发放的
残疾人证进行全面清理和识别，加
强残疾人残疾等级的鉴定工作，特
别是残疾程度与评定的残疾等级明
显不符的， 在卫生计生部门重新鉴
定后，根据鉴定结果重新办理“残疾
人证”。对死亡、户口迁出的，要及时
注销和办理迁移手续。

第二、享受两项补贴对象是否精
准。符合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
因公致残、 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
（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

人， 可择高享受其中一类生活补贴
（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但不能叠
加享受；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
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
入特困人员供养的残疾人不享受两
项补贴。对因死亡或迁移、康复脱残、
残疾程度与评定等级不符、重复享受
政策等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即时停发
补贴。对符合享受条件但未享受两项
补贴或者残疾人等级未鉴定导致“应
补未补”的，由残疾人自愿申请按程
序纳入补贴范围。

第三、补贴是否按标按时发放。
是否按照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要
求， 两项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55元以上。未达到标准的，今年8月
10日前要从2018年1月起全部补发
到位。从2018年8月起，严格按照国
务院和省里政策要求， 原则上实行
按月发放。

这位负责人同时谈到， 信息公
示和档案管理也是清理认定的重要
内容，两项补贴档案实行一人一档，
100%公示到位。总之，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要做到“应补尽补”，不符合
条件的坚决清退，停止发放。

以抓“两线合一”的力
度抓好两项补贴清理

根据工作安排， 这次清理认定工
作各地要确保7月30日前对已纳入和
新增纳入两项补贴的残疾人识别率达
到100%，各市州民政、财政、残联将本
市州清理认定工作情况，8月10日前分
别报送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和省残联。
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如何按时
保质完成好这项工作任务呢？

省民政厅负责人强调， 要以抓
农村低保标准与国家扶贫标准“两
线合一”的力度，来抓残疾人两项补
贴清理认定工作。各市州、县市区政
府负总责， 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
牵头，民政、财政、残联等部门参加
的联合识别工作组， 邀请纪检监察
部门全程介入，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民政、财政、残联等部门要加
强协调配合。民政部门切实履行两项补
贴清理认定工作牵头部门职责，做好两
项补贴的审定，提供两项补贴对象名单
及相关审批资料；残联要提供所有持证
残疾人名册，严把两项补贴初审关和残
疾人证发放关；财政部门负责两项补贴
资金保障，并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徐典波
通讯员 李艳 陈中伟

6月15日， 岳阳首例环境类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湘阴县人民
法院开审。

因非法捕杀、出售、收购52只小
天鹅， 胡某武等14名被告人受审，这
是迄今为止全省最大数量捕杀贩卖
小天鹅案。

52只小天鹅殒于湘阴
6月15日上午9时，湘阴县人民法

院第一审判庭，一起破坏环境资源案
公开审理。

据检察机关指控，自2016年12月
至2017年1月期间，被告人胡某武、汪
某、张某风、张某兴、刘某兵、胡某书
及黄某（已死亡）等人明知小天鹅是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按照前期分
工，先后在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
护区捕获小天鹅52只，并进行售卖牟
取非法利益；被告人李某平、颜某宇、
肖某元、张某辉、汪某松等人明知小
天鹅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仍非
法收购或出售。

检察机关遂以胡某武等14人分
别犯非法猎捕、杀害、出售、收购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并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提起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胡某武
等7被告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 并采取替代方式修复生态环
境。

此前， 法庭已召开庭前会议，对
部分证据进行质证。

庭审中， 在法庭的有序组织下，
控辩双方发表了各自意见，14名被告
人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供认不
讳，当庭认罪悔罪。

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及省市检察院、森林公安局干警代
表等200余人旁听庭审。

鉴于案情复杂， 法庭将择日宣
判。

洞庭湖仅存800至3000只
为查明被告人猎杀小天鹅的行

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后续修复
方案， 公安机关委托湖南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院对此进行评估。

专家组一致认为， 小天鹅为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极具生态价值，这包括
它对其他动植物的影响以及所处环境
各要素的制约关系， 通过长期的进化
磨合， 小天鹅与环境形成了相对固定
的生态关系， 这种动态平衡关系维系
着当地的生态平衡。 每只小天鹅携带
着本种群的基础基因以及个体的特殊
基因,由此构成该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其复杂的基因结构是世上独一无二
的，一旦消失，将无法挽回。 人为造成
小天鹅种群数量的减少， 直接影响着
整个洞庭湖区生态环境的平衡， 替代
小天鹅来维持洞庭湖湿地生态环境稳
定的费用巨大,无法用数字来统计。

庭审当日，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院教授邓学建作为专家证人出庭，
“这些小天鹅是从西伯利亚到洞庭湖
过冬，整个湖区仅存800至3000只。 ”

特殊的7人合议庭
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案庭审中，7

人组成合议庭。
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已是常态，

但7人合议庭出现在公益诉讼中少见。
2018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陪审员法》颁布实施。 对7人组
成合议庭从人员组成到适用范围都进
行了具体规定。

什么样的案子采用7人合议庭？
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
件；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
的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征地拆迁、生态
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
大的案件；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

“只要涉及到这4种情况的案件，
基层法院都应该按照法律规定， 由3
名法官与随机抽选出的4名人民陪审
员一起组成7人合议庭， 慎重、 负责
的审理这类案件。” 湘阴县法院院长
李卫东担任此案审判长， 据其告知，
这是该法施行后， 岳阳法院首次组成
7人合议庭审理公益诉讼案。

� � �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万勇）本月是全国第17个“安
全生产月”。 今天，全省建筑安全管理培训
会议在长沙召开，邀请省安委办主任、省安
监局局长李大剑作主题宣讲。记者获悉，各
级住建部门将以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为
契机，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重点，突出对
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等四大类重点对
象的安全监管。

根据“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建
设安全四大类重点监管对象分别是：
一、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重点检

查基坑工程、模板支撑体系、起重吊装
及安装拆卸工程、 地下暗挖工程等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以及城市
轨道交通、 地下管网等施工中事故易
发环节。 二、城镇燃气、供水、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道路桥梁等市政设施，
燃气储罐场（站）、汽车加气站、供水水
厂等重要场站。三、存在安全风险的既
有房屋。四、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动
物园安全保障制度，景区内交通、游览
设施设备安全，游人量管控，游览安全
警示及安全保障措施等。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 黄花
综保区封关运行一周年， 结出累累硕
果， 一座航空城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周边拔节生长。

6月15日，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专题
招商推介暨中国空港经济区发展蓝皮书
（2018）发布会，在长沙航空城市民体验
中心举行， 一批彰显临空特色的优惠政
策集中公布，24个临空偏好型项目成功
签约。

本次活动主题为“湖南，从这里飞
向世界”。 平台是开放崛起的重要支
撑。去年这个时候，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成功获得国家批准建设， 黄花综保
区封关运行， 为我省突破性地打通联
通世界新通道， 湖南的外向型经济由
此飞跃到全新的高度。

2017年12月， 在北京举行的长沙

临空经济示范区专场招商推介会上，15
个临空偏好型企业签约长沙，签约金额
近300亿元。这一次，绿叶果业临空现代
智能物流园、 东盟跨境卡班及保税物
流、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智慧能源等一
批临空偏好型项目也签约落地，产业类
型涵盖航空服务、跨境电商、保税贸易、
保税加工、保税物流、金融服务、新能源
等七大产业。

“在长沙就可以直接进口美国的水
果，再也不用去深圳或者上海转了！ ”绿
叶果业代表说。绿叶果业临空现代智能
物流园将与阿里巴巴、联想佳沃、百果
园等达成共享体系联盟，共建、共享全
球进出口水果供应链产业平台。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代表了中国
空港经济的前景方向。 ”复旦大学国际
空港城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学东说，这是
内陆地区通过空港引领对外开放的典
型案例。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梁超

“被称为21世纪生态纯净的磁
浮交通，以其建设成本低、周期短，
占地少的综合优势， 受到国内外很
多城市青睐，‘磁浮热’在全球兴起，
商用磁浮正成为一张新的中国国家
名片。 ”6月14日，中车株机董事长、
党委书记周清和接受记者采访时高
兴地说，13日下线的中国首列商用
磁浮2.0版列车，消息在《湖南日报》
刊发后成了关注焦点。

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
有35个国家和地区共200多个考察
团来湖南考察调研磁浮轨道交通。得
益于长沙磁浮快线示范效应日益显
现，约30个城市正在实施或计划上马
磁浮项目。

近年来， 在国家科技部、 工信
部、发改委等部门大力支持下，湖南

充分依托当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
群产学研用整体优势， 大力发展磁
浮交通系统产业。 作为我国首个自
主化商用磁浮项目，2016年5月6
日， 由中车株机牵头研制的时速
100公里长沙磁浮快线列车上线运
营， 迄今已安全运营超过170万公
里，载客近600万人次，被业界称为
中国商用磁浮1.0版列车。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是一步步干出来的。”
周清和表示， 敢为天下先是湖南人
的特质，“连接世界、造福人类”是我
们的企业理念，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以科技强国、交通强国为己任，
通过不断的自主创新、 不断提升我
国磁浮交通装备技术水平， 让中国

磁浮这张新的国家名片， 为全球客
户提供绿色、环保、智能的公共交通
系统解决方案。

今年5月底，中车株机牵头组织
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课题“时
速200公里磁浮交通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方案也通过业内评审，这种商
用磁浮3.0版列车有望在明年下线，
届时将有效解决50至200公里城际
间出行。

中车株机磁浮研究所所长佟来
生介绍，时速100公里商用磁浮1.0版
列车较适用于城区，时速160公里商
用磁浮2.0版列车适用于中心城市到
卫星城之间的交通，而200公里里程
范围内城际间出行将用时速200公
里商用磁浮3.0版列车来解决。

从被称为商用磁浮1.0版的长

沙磁浮快线列车安全运营超过2周
年，到今天商用磁浮2.0版列车成功
下线， 再到由中车株机牵头研发的
时速200公里商用磁浮3.0版列车项
目， 我国目前自主研制的商用磁浮
项目覆盖了时速100公里、160公
里、200公里短定子或长定子直线
电机牵引、 自动驾驶或无人驾驶的
多品种磁浮列车， 形成了商用磁浮
1.0、2.0、3.0产品型谱。

年逾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
友梅表示，我国不仅掌握了商用磁浮
列车系统集成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
拥有了不同类型磁浮列车的生产制
造平台，还建立了从技术研发、生产
制造、试验验证到商业运营的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商用磁浮体系。磁浮列车
需要的1万余个零部件，90%以上可
在省内完成研发、生产和采购，拥有
技术和产业优势的湖南长株潭核心
区将成为“中国磁浮之都”。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让“德政工程”切实惠民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解读残疾人两项补贴清理认定工作政策精神

法治故事

湖南最大数量
捕杀贩卖小天鹅案开审

14名被告人受审

中国磁浮正成为新的“国家名片”

住建系统启动“安全生产月”活动
突出对在建房屋建筑、 市政工程等四大类重

点对象安全监管

“湖南，从这里飞向世界”

花儿俏
花农笑
6月15日，龙山县茅

坪乡老场村， 农民在采
摘鲜花， 准备投放端午
节市场。 今年，该村种植
百合、绣球、向日葵等10
余种花卉400亩，产品销
往天津、上海等地，为80
余户农民增加了收入。

曾祥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