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阳锡叶 ）6月23日起， 以中国
地质大学党委副书记唐辉明为组长
的国家实地核查组来湘对省人民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开展为期一周
的实地核查。24日上午， 核查组在长
沙举行了见面会。副省长吴桂英出席
会议。

唐辉明表示， 本次核查主要是检查
湖南省人民政府落实《对省级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及实施细则》
中规定的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情况，
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况，
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情况， 统筹推进教育
工作情况，加强教育保障情况，规范学校
办学行为等6个方面、38项测评内容、92
个测评点。

吴桂英介绍了湖南省教育基本情

况，汇报了省人民政府2017年度履行教
育职责情况。她表示，下一阶段，湖南将
突出思想引领，坚持把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 进头脑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
抓；突出机制建设，严格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的评价办法》开展对标自查，进一
步强化和完善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省
级统筹机制；突出督查问责；突出整
改落实，推动湖南教育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

据了解，在湘期间，国家实地核查组
将采取听取汇报、查阅文件、现场抽查、
随机访谈、 暗查暗访等多种形式进行检
查，并深入省编办、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等省直责任部门和长沙市、常
德市等地进行实地核查。

国家核查组来湘对省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开展实地核查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天，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在岳阳市调
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省工
商联主席张健参加调研。

黄兰香一行先后来到钓具（浮标）产业园、
临湘国际汽贸城、湘北国际商贸城、羊楼司镇同

心竹情小区、中国竹艺城、临湘市委统战部、岳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济药业、科伦药业等地，
就“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项目、“以商招商”
项目、大统战工作格局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并
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意见建议。

调研中， 黄兰香对岳阳市统战工作和非公

有制经济领域发生的新变化、 取得的新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她强调，要进一步优化非公经济
发展环境，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产业定位要更加明确，政
策扶持要更加精准，帮扶措施要更加有力。要充
分发挥统战优势， 广泛凝心聚力， 促进更多资
本、人才、技术、产业聚集湖南，为湖南开放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湖南非公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机
遇，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抓住历史
机遇，以创新为驱动抢占发展制高点，以企业的
创新发展，助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兰香在岳阳市调研时强调

发挥统战优势 助推非公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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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曾欢欢）今天上午，湖南大学召开全校教师干部
大会。受教育部党组委派，教育部人事司司长张
东刚宣布教育部党组决定: 邓卫同志任湖南大

学党委书记。因另有任用，蒋昌忠同志不再担任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职务。

教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刘大为，湖南省
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党工委书记梁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湖南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段献忠主持大会。

邓卫，男，汉族，1966年3月生，1986年4月
入党， 四川省宜宾市人，1989年8月参加工作。
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教授。
2009年12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共
湖南大学委员会书记。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天，全
省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按照中央部署，6月15日， 国家税务总局湖
南省税务局挂牌成立， 标志着我省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第一步。

陈向群指出，推进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作出
的重大决策，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精神上来。他要求，对照《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方案》《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组织实施工作

方案》，明确实施步骤，把握关键环节和时间节
点，有力有序推进后续改革。要坚持“稳”字当
头，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有序推进机构合并、做
好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准备、 抓好
业务优化整合，确保机构平稳合并、职能平稳整
合、人员平稳过渡、工作平稳有序。要加强组织
领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纪律执行到位、干部
队伍稳定、税收任务完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
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国税地税各级班子
成员作为“关键少数”，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
守纪律，维护班子团结和队伍稳定。

陈向群在全省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稳”字当头 确保改革有序推进

邓卫任湖南大学党委书记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周云武

6月25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共提出9条措施，以保障刚性购房需
求，遏制投机炒房，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知》自6月26日起
正式施行。

记者了解到，《通知》从保障市场供应、严格购
房条件、加强户籍管理、强化销售监管、调整公积
金和税收政策等多方面着手，形成政策叠加，强化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严惩“捂盘惜售”，推动一大批
商品住房集中入市

《通知》指出，全面建立在建楼盘清单，按项
目节点加快商品住房入市。 在建楼盘已达到预
售条件的，必须在30日内办理预售许可；已办
理价格监制的， 必须在20日内办理预售许可；
已办理预售许可的，必须在10日内一次性对外
公开销售。“捂盘惜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一律
纳入“黑名单”管理。

按长沙市政府通报最新数据， 目前全市已
监制价格未申办预售住宅面积有245.53万平方
米，近2万套；已监制价格达到预售条件、未及时
申办预售许可的项目有33个， 共132.67万平方
米。 预计具备预售条件的项目将集中在6月至7
月入市。

《通知》同时明确，严格落实年度土地出让
计划，优先保障住宅用地供应。住宅用地供应实
行商品住宅用地和安居型住宅用地挂钩， 安居
型住宅用地占比不少于60%。 安居型住房优先
供应首套刚需购房群体，采取限房价方式供地。
全面清理闲置土地，严厉整治囤地惜建行为，加
强对已供土地未开工项目的清查督办， 依法依
合同强化对闲置土地清理的刚性约束。

加强购房资格审查，取得不动
产权属证书满4年后方可上市交易

此前的长沙楼市，有一些打着“刚需”幌子
的购房者，带着“买到即赚到”的心态投机炒房。
媒体曝光了85岁老人和12岁小孩购房的现象，
以及存在的企业购房和部分家庭通过离异来获
得购房资格等问题。对此，《通知》指出，在长沙
市限购区域（除浏阳市、 宁乡市以外的行政区
域）内，进一步加强商品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
和二手住房）购买资格审查。

长沙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已有2套及
以上住房的， 不得在限购区域内再购买商品住
房。

长沙市户籍成年单身家庭和非本市户籍家
庭在限购区域内已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不得在
限购区域内再购买商品住房。

长沙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已有1套住
房的，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4年后方可购买第

2套商品住房。
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不满2年的，不得作

为单独家庭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
未成年人不得单独购买商品住房。 落户学

校集体户口的在校大学生， 不得在限购区域内
购买商品住房。

夫妻离异后，任何一方2年内购买商品住房
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在长沙市限购区域内购买的商品住房，须
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4年后方可上市交易。

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已
购买的商品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5年
后方可转让。

加强市外迁入人员户籍管理，
严查户口迁移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在投机炒房心态推动下，有些人明明没有购
房资格，却想方设法钻政策的“空子”，在户口、个
税证明方面造假；还有些人耍起了小聪明，通过
购买杂屋、购买格子商铺的形式非正常落户。

《通知》要求，加强市外迁入人员户籍管理。
严格户口迁入政策和落户条件， 实行“一房一
户”，租房落户、务工落户、投资兴业落户等须提
供就业证明且在长沙市连续缴纳12个月个人所
得税（或社会保险）。严把审批关，从严查处户口
迁移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这意味着，落户长沙市的门槛也有提高。而
据了解，长沙多部门近日开展联合行动，及时查
处违规落户炒房等问题， 目前已对违规落户浏
阳的92人作出退回原籍的决定， 并查处一起伪
造户口簿、身份证购房案件。

《通知》强调，市外迁入的户籍家庭（退伍转
业、家属随军落户的除外），落户满1年且在长沙
市稳定就业， 或在长沙市连续缴纳24个月个人
所得税（或社会保险），在限购区域内限购1套商
品住房。

在长沙市稳定就业且无住房的非长沙市户
籍家庭，连续缴纳24个月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
险），在限购区域内限购1套商品住房。

《通知》同时明确，对符合长沙市人才引进
条件的，其购房资格、住房公积金使用可不受相
关限制，但须取得市组织人事部门的认定。

严禁销售炒作，开发商在取得
预售许可前严禁组织认筹活动

随着长沙市预售推盘加快， 市场供求关系
得到一定改善。以今年6月23日开盘的梅溪湖金
茂湾项目为例，共推出了452套房，认筹人数为
467人，中签率达到96%以上。

为强化今后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监管，
《通知》明确了“三个严禁”，即严禁销售炒作，对
参加楼盘摇号的人数应进行有效控制，优先限购
区域内首套刚需购房者摇号、购房；严禁房地产

开发企业以任何形式蓄客和收取认筹金，在取得
预售许可前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认筹活动；严禁
捆绑销售、变相涨价等违规销售行为。

调整公积金和税收政策，使用
公积金购第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
低于60%

《通知》指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限购
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贷款额度与缴存额度严格挂钩， 购买家庭第二
套住房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60%。

《通知》要求，加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
务稽查力度， 严厉打击房产中介机构和从业人
员偷逃税行为。严格落实差别化税收政策，适当
提高存量房交易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率。

《通知》还要求各区（县、市）政府和有关单
位加强楼盘销售监管，加大对开发企业、中介机
构及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切实
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

据了解，今年6月4日以来，长沙市房地产中
介机构联合执法检查组多次出动， 对230家中
介门店及其机构总部进行了突击检查， 对存在
无备案证、无经纪人资格证、无房源委托协议、
无业务记录、未按要求保存经纪服务合同、发布
虚假信息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115家中
介门店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关门停业整
顿。6月21日，联合执法检查组召集16家房地产
中介机构主要负责人， 召开联合执法集中约谈
会， 并责令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
司、 湖南中环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所有门店停业
两周，关门整改。

行动快，力度大，措施硬———

长沙楼市调控加码升级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张颐
佳）今天下午，长沙市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以打好省会“反炒房”攻坚
战。当天，记者采访了多家房地产企业和
一些市民，大家认为，这对长沙楼市将起
到降温作用，促进楼市健康发展。

湖南鑫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沙
项目总经理汪俊认为，今天下发的《通
知》在保障刚性购房需求、抑制投机炒
房上将起到积极作用。 特别是从限购、
限售、限户、金融、税收等方面提出了一
揽子解决办法， 可谓是近20个月长沙
房地产调控打出的最有力的升级组合
拳。《通知》中明确了差别化实施住房公
积金政策，对家庭购买二套住房首付比
例不低于60%的要求，也将促使银行信
贷政策会有相应的差异化跟进调整，去
杠杆能力明显增强将有效降低社会信
贷风险，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更平稳健康
发展。

鑫远投资集团负责人表示， 今年其
公司将会有4个楼盘进入市场， 其中鑫
远·悦时代已进入询价阶段，将严格按照
住建部门的规定，在7月上旬将约300套

房源集中推向市场。
保利地产湖南公司负责人认为，此

次长沙市政府多措并举， 加大力度对房
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将有效遏制炒房客、
特别是外来炒房客扰乱市场秩序。 保利
地产湖南公司将严格遵守长沙市相关规
定，对即将开盘的项目公开公正摇号、选
房。

曾璇是媒体从业人员，2015年大
学毕业后留在长沙工作。去年，她计划
在长沙购买首套住房， 可跑了多个楼
盘，深刻体会到了“购房难”。“去年，伍
家岭片区的新力紫园告诉我，预计1月
底会开盘， 可等到现在还没有开售。”
曾璇说 ，“我还参与了北辰三角洲摇
号，看了珠江花城、山语城等楼盘，关
注了很多开盘信息， 实际上多家售楼
中心基本‘无房可售’。”今天，看到长
沙市坚决打赢“炒房”攻坚战的决心，
曾璇又燃起了希望， 觉得这次出台的
政策能有效遏制“炒房者”，会增加刚
需者购房几率。另外，她希望政府加大
监督力度，对“捂盘”行为进行坚决打
击。只有让更多房源投入市场，才可以
满足市民购买需求。

“看到了打赢
‘炒房’攻坚战的决心”

长沙“楼市新政”引发热烈反响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6月21日至25日，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黄关春率队赴云南考察调研禁
毒工作。黄关春指出，要学习借鉴云南省
禁毒工作先进经验， 进一步推进我省禁
毒工作， 实现对毒品违法犯罪的精准打
击。

云南省与金三角接壤， 处于毒品堵
源截流工作第一线， 禁毒工作任务艰巨
繁重。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禁毒工作
置于全省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 多策并
举，多方联动，毒品堵源截流工作成效明
显， 为遏制内地毒情蔓延作出了积极贡
献。

黄关春要求，全省各级政法机关特
别是禁毒成员单位，要认真研究、吸收
和消化云南禁毒工作尤其是大数据建

设、情报研判工作的做法与经验，通过
大数据的归集、技战法的提炼，实现情
报工作引领下的对毒品违法犯罪的精
准打击；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强与云南省
各级公安机关的情报交流转递，案件配
合协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要把云
南好的经验和做法运用到湖南的禁毒
工作实践当中，在完善涉毒特殊群体收
治收戒机制、群众举报奖励机制、加快
禁毒大数据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加快
进度，确保我省禁毒工作取得新的更大
成效。

考察期间，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阮成发会见了黄关春一行。 云南省委
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张太原，云南省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任军号等陪同
考察。

黄关春率队赴云南考察禁毒工作时指出
学好经验 精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王见湘）今天下午，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人事司主办的2018年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现
场会在中南大学召开。会上，揭晓了第十届“全
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名单，我省南华大学马
军、中南大学袁世平入选。教育部党组成员、部
长助理刘大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

研究分会会长李守信、 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以
及教育部相关司局和湖南省教育工委负责同志
等出席会议。

此次揭晓的第十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名单共10人，分别是南华大学马军、浙江大学
王玉芬、燕山大学王银思、西藏民族大学仁青丹增、
哈尔滨理工大学任佳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米娜

瓦尔·胡吉、沈阳工业大学李青山、南京师范大学沈
菲、华中农业大学祝鑫、中南大学袁世平等。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召开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
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在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切
实提高自身理论素养，聚焦问题、聚焦学理、聚焦
责任，增强理论学习和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要不
断创新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与载体， 不断强化师
生理论武装，从立标准、建规范、提质量等方面入
手，构建课件化、学术化、机理化的思想理论教育
长效机制。

第十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名单揭晓

湖南两人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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