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要闻 03

!"#$%&'()
! ! ! !!"#$%&'()*+, "#$#%#&!
"'('$)-./ ""0 123.45678
9*+*,-./:;<=>?@ABC0 D 10 EF
GH; 5678IJKLMN; OP1G
JQRS6T 00-12;1U +-00 VW;SX
003 YVWC 0 D 10 EZNJQ 6T
+4-02;U ,-1, VW;[\]&NCSX +35
YVWC

^5678_E+`;+,a 0+-5 Y
VW1bcVde+, 3**2If; <=
6524 78#$(9 /:;< +,If;!ghij
6Ik;lmn2o "";pqrstu5
6!"vwxyNz{4ij|C

^}~;78#$(9 /:;< �j�!���
4�?+,;�de>? 1=Y$W9�>2
,Y$W0� 652If;� "" Ika "" +
,�J2I� >>2If;+,���� 112
IfC p�561bde;��u56�!
g 78#$(9 /:;<ij6Ik;mn2o ""C
56#��������o�������
�  78#$(9 /:;<+,��¡C

¢£¤¥¦§¨g; ?©Sª«56
IJ4¬; j®¯°±&'()*²³
4NA´; µj®¯¶��·561b4
"" +,¸¹uº²³Z»¼4{½;¾¿
N¼*À ""43 4ÁÂÃ'rÄÅÆ;
ÇÈ}ÉÊËÌÍhÎ4ÏÐ)*ÑÒC

hÓÔ; )*ÕÖ«j×%�4ØÙ
ÚÛ�Ü�ÝÞß; Þà%�gáâËÌ
ij6)*Sª; «&'()*ÚÛ4ã
äå´æ�çèéêCëà%ìí 1*15îr
ïðñò;óKÏÐ)*ÚÛ;ôõ)*ö
÷ø�ùúø�û'øüý{½;þÐ&'

()*ÿ%!"x#$%&C
'()^*+Ô; ,%&'()*4

Ê-.C 1*3+ /;,%4&'()*0
12�Ø34 +4-6 56; 7L89:;<
=ij C >u&'()*{½�?x@a
AB2øìí(C{½4�?DE� FÏ
4GH�?IJ; &'()*K°LML
NOPQnR¡C

Þ "" �gj�S&'()*²³!
T��4+,; SUÂ{½ñsÍ+¨�
<¯²"VÖsW; SÐXYZ� *[$
\�±Ð]^�¦_û'�`a$\�bcd
YZe6²³¹uã64{½fgC hS
à$hijklmno%p 35** q;<=
noÇr >,* q; s6tuÏXvò{½
A ? ÀRfwx"<=$%no; ±oy
Ú4FÏGÄzx{ 1** |} @ ~dC

hà¾¿N¼*À ""43;\Ø 6 9y

Ú; ¸¹�UF[ÃaA���Z4�Ð
Ã'�¦_û'���bcÃ'�Ç�Ü�
��;�+���d�g 1->4 �;ZNL�
�å +== +�;�u >= U×û'��w�
û'�� >A ���{; ¸¹ç¦±Ð�
*�¯���{½�ç�x2YZ�"x{
½;ÿd�Ä�+� ¡�û¢"'C ""43
4UÂÃ'�{½ñs�{£ËÌ¤»¥
$CS 1=3+ 9<$¤¦§��¨©ª«§
à;""43 aÇÈ¬ª BC%)D9 79® 1= �
4!¯vE<=°ÏÐ)*±²C

³}¹´UDEÃ{½µ; +,¶<
?K¹ÄÅ(·4¸¹º»yÚ¼Õ½
i; h¾¿ÀÁÂaðÃÄà%ÿÅÆÜ
"" $%<=²"4&'()*{½;�·
56ÇËÌ¤»&'()*{½<¯È2
à%; ÉçÊ#!gþÐà%Ë)*6%
MÌ)*Í%4ãÎ«ÏC

ÐÉ+Ñ�jÒUÓ41bC Ô¹¡Õ
Ö×564¤¥ØÓÔ; ÙÛNz{ÕÖ
�56K°4oÎÚÛ®ÌÚj; hSâ
9ÛÜÝïðjòÎãÞß�&'(�¦
_û'�àw¦�²³Cá¾×â'4²³
ã�&'()*;läNåÞæÐ;çÊÄ
Sª«56K°Â'ß�4hÎNz{²
³æ�çèéêC ë

5678âEIJ4ÍìMírËî
¯ï¢}Sª«ð4éêñ¬C âE56
78òSIJZNJÝ{ 0->,VW;[\]
&N;Tó >,-62;�rôp`aSXr�r
56=YVWõö; ñÿV'÷øù¹ï+4
R¡ú�C s$%¬û+,Z&SXÜ{
505Y$W-ü 66>+YVW:Cýã�gÍ.
þ'(Ïÿ!"4#$d%;SXr�Ø{
£ 35=> Y¦&'-3,=6-5 YVW:;Â(&
'()*�!gSªZÅ(·4AÞ²³
ÚjC !! ""

9 9 9 9 "" #$%&'()*+,- #./0$1
2%3456789&:(;*+,<=>?@
+A%=>BCDEF&*GHI&JCKL&M
NO:&PQHI&RSTEFUV+,-56
WX' "" -YZ[\(((""43 J]^_`a
bcde-fghi)

jk%""43 lm 6 nop%qrs3tuv
wxyz{F-|Cv:&}NO:&~�RS
v:�������%34v:�5678<�
c�����H) ��������� 1->4 �%
�f���� +== ��%����� %¡¢£
>= 3¤O:{�¥�O:¦§ >A ¨©ª�%q
r«}JC¬*&@®¯56&«°±²EF
³A±56)´�%""43 µ¶BO:RS·¸E
F%qr3� 3= ¹�ºV»&¼�T½²¾%¿
À*ÁÂÃ&ÁÄ�ÅÆÇ%È>ÉCÊ�&ÂÃ
ËÌ³OÍ·ÎeÏ)

1=3+ n 3 Ð%9 �Ñ��ÒÓ-ÔÕÖ×
ØÙÚ!EF7"Û%""43 ÜÝÞßà&á Þ 6,,&
��  BC%)D9 7 wx BC%)D9 G ±Ó *H0= â�
��ãä%�å ""43 æçèé%bc?Ó2fg
hi%êëì_��� �íV-îïð)

&:(;*ñòó<æ�?%ôõdeö
÷-øù) �� úûü?%�V-ÖC*1
2% J 1=3= nÛdwýóþÿP!"�#$%
ûüd%� 505 &Ô'!( 66>+ &)'"%<�
à*+{F*1,�%æ�?%d%-.V-;
*12)/0�123^hÖ45678�9-
d%ê�c 35=> &M:;!3,=6-5 &<'") ^
ã_2%=V>?ûü( 560 &<'%@Aæç
²B?%��ÖC*12 ""% «C�DóþE
ý~V-FùG�)

9HIô(ÜJKLM-NO(P2%*Q
I*�9RSåT%ÖC*�UVWýX$YZ
æ�[®) 0�?%�V-;*de% \Õ]
1==4 nt^_�`abEc&:(;*def
g%+hÕij 1=15,kl7a%meÖC;*p

Ú%no;*pqr-stu&O:uvw56%
`C&:(;*´ÕxA±�Hyz)

9fgíDme2%\Õb{æ�?%�V
-&:(;*de) |j}~%\Õ���næ
�?%�V&:(;*de% ��ôõ�q�
²%�Bã��&��;*³{F*1�%�r�
ý;*&��;*&��;*³( 1= �`u*1
ê9���n)

b�;*Ó2����~%��ûü<r�
�*1�²ÖC;*op%� w56�Õ�A
±56^ã¡r¢£V-¤¥%¦9§��Á¨
©56ª«¡¬®%¯°¡±r²³Õx´µ
D-*¶)·V²B ""%rÞ�¸?%��56
��¹²cÕÁ%]ºõ1»¼\Õ;*2- 
w´µD)

jB½%"" qrbm?%��- wop
¾¿%ÀÁ� 3=== Â&:(;*&PQÃQá&
RST&stEF&MNO:³Ä@-ÅoÆ�%
¡æç¹²3����º;*MÇÈÉf�%Ê
opÜN�fºËÌÍ IJE/9 7KBL7MI ÎÉ
��  NC#%O()$&BC%)D9 7 ÌN���ÏÐ;
*? %Y Ñ N� � . C D EF fº Ë ÌÍ
LF?FN9 7KPKQJKI ÎÉÀ�;*ÖD{CÌ
Ò Ó M . ? % i j f º Ë Ì Í AKQ9
NFE/.MNI ÎÉ�� ijÌÔ) ûü "" 9
hÔÕÖ»×ØÙÆÞyÚ 35** Û% ÜÝÆÞ
�Þ >,* Û)

@�%ß�·V@àáâ- 78#$(9 /:;< ?
ôer#"" ÔÕ/�#"" ãä/%���åæçè
-op·[éÖêß "" ãä?ôer%ëìí
¢î9hÕ´ïð� "" ÔÕ?%+A-&:
(;*56)

#;*2ú��B¦N2Õ�-mñ[2%
úòób¤Õ�ôõÈD�p��g-O¦8
ö/%91÷���øý%9QI*�U%hÕù
úrb¤;*\û:Üüý-þ�-ÿ!ë"�
��º\û´µ)@à·V²B ""%#?%��
56¹²hÕ%VV»¼BhÕÖC;*[2-
 w´µD%r$%hÕ\û&1��;*[2
-'Ih(%«C)M*+,-)

! " # $

0s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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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
拟任职人选（候选人人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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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6日至
2018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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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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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晛丹 男 汉族 湖南醴陵 1974.09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提名为省总工会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候选人，任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张慧东 男 汉族 湖南安仁 1965.05 在职大专 会计师 中共党员 省总工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提名为省总工会第十六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候选人，任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 � � � “这么精致的建筑，不看标识还真不
知道是公厕。”北京游客詹女士在张家界
武陵源核心景区金鞭溪游玩时， 特意拍
了一张以峰林为背景的公厕照片， 夸赞
景区厕所“如景色一般美丽”……这一场
景是湖南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厕所
革命” 的重要指示推出的三年行动计划
的一个缩影。自2015年推出“厕所革命”
至今，湖南已走在全国前列。为何要围绕
小小的厕所掀起一场新型革命？ 小厕所
里藏着怎样的大民生？ 湖南又是如何将
“厕所革命”作为补齐群众生活品质的短
板、推动城市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的？

聚焦“里子”，“司令部”吹响
集结号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在传统
观念里，厕所被认为是上不得台面的“里
子”，不值得一提。但百姓的整体幸福感
与满足感，却恰恰从这些“上不得台面”
的小事中体现出来。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正是建立在“厕所革命”这般处
处为普通百姓着想的小事之上。 自2015
年我国启动“旅游厕所革命”以来，湖南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吹响了全省推进
“厕所革命”的集结号，迅速推出旅游厕
所建设管理三年行动计划。2015年5月和
2016年2月，时任省长杜家毫先后对旅游
厕所革命作出批示和指示， 强调要坚持
问题导向，按既定部署从“厕所革命”抓
起，进一步提高旅游服务水平。省委十届
十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制定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出，加强重点场
所旅游配套设置建设，推进“厕所革命”。
2017年12月8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明确
要求，将“厕所革命”作为城乡文明建设
的重要方面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抓
手；我省“厕所革命”新三年行动计划正
加紧制定、即将实施，未来3年内，计划在
全省旅游景区、交通集散点、乡村旅游点
等共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2600座，进
一步推动 “厕所革命” 从景区拓展到全
域、从城市拓展到农村、从硬件建设拓展
到文明素质提升， 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
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让大家去哪儿都能
方方便便上厕所。

耕耘三载 ，旅游 “一号
工程”喜结丰收果

“厕所虽小，谁也离不了。”厕所是旅
游景区的必备设施， 直接反映公共服务
体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 但大家外
出旅行、游玩时，肯定都碰到过厕所“找

不着、进不去、闻不得、呆不住”的情况，
体验感较差。为让“方便”变得方便，湖南
自2015年开始推行“厕所革命”三年行动
计划，把其作为旅游业的“一号工程”，作
为补齐全省旅游公共服务短板、 提升旅
游服务品质、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省的重
要抓手，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耕耘
三载，成果喜人。

一是数量增。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
3年建成3169座旅游厕所， 超额完成144
座；预计到2018年底，还将完成200座。

二是质量升。 扎实推进第三卫生间
（无性别卫生间）建设，确保5A级景区第
三卫生间全覆盖，鼓励高等级旅游景区、
旅游集散中心等建设第三卫生间。 截至
2017年底 ， 全省第三卫生间已完工104
座、在建52座。

三是范围广。以A级景区、乡村旅游
和景区旅游沿线为重点，将“厕所革命”
延伸至高速公路沿线路口、街区、农村等
地。截至目前，全省共新 (改 )建乡村旅游
厕所1200座左右， 并计划一年半内对全
省265座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公共卫生间
进行提质升级， 目前13座服务区样板示
范间建设已全面铺开。

四是荣誉多 。长沙 、常德 、郴州 、怀
化、岳阳、湘潭等市先后获评“全国厕所
革命先进市”；2017年，我省获得“厕所革
命突出成果奖”，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工作
走在了全国前列。

多处 “灌溉 ”，农村厕改
开出幸福花

“两块砖， 一个坑， 茅草围住臭烘
烘”，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农村厕所的普
遍印象。“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宁
乡市的老乡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让他
们喊出了“乡村要美丽，厕所要革命”的
口号。近年来，湖南将“厕所革命”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和完善美丽乡
村建设、改善农村环境、治理农村污染的
一项重点惠民工程，千方百计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
首先，资金力挺。湖南不断增加有效

投入和专项资金补贴，确保“厕所革命”
这一实打实的民生工程分期分批、 保质
保量地稳步推进。 如永州市蓝山县从县
级财政安排2000多万元用于农村厕改 ，
实行以奖代补。 农户拆除旱厕改建水冲
式无害化卫生厕所的， 每座奖补500元。
醴陵市沈潭镇则规定改造一处化粪池，
政府补贴1000元，至今当地已有200多户
居民享受到这项政策利好。

其次，标本同治。将农村厕所改造与
农村污水处理同步进行， 通过做好厕所
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 , 根治
农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的顽疾， 不断提
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再次，质量兼顾。在提高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的同时，提倡融入乡土元素，打
造“一厕一景”。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9.55%， 农村厕改
项目的实施， 有力促进了农村地区环境
卫生状况的明显好转， 推动了美丽乡村
建设、卫生创建活动的蓬勃开展。

最后，科技助力。推动运用“循环水
冲、微水冲、真空气冲、源分离免水冲”等
技术，实现“污水变清水”，大大推进了农
村新的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如岳阳
市君山区2017年共完成无害化厕所改造
218座，在条件有限的地方改建集中式化
粪池13处， 彻底改变了人畜生活污水污
染环境的问题，农村厕所彻底变了样。

数箭齐发，管理服务激发
新作为

“厕所革命”除了解决“有没有”的问
题，还得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卫生厕所
三分建、七分管，只有建管并重、“软硬”
兼顾， 才能避免五星级豪华厕所沦为垃
圾场。为此，湖南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创新
管理与服务呢？

一是注重日常管护。 建立健全旅游
厕所管理长效机制， 提升旅游厕所的管

理水平；按照“属地为主、部门联动、社会
参与” 的原则推动厕所建设管理， 解决
“无人愿进”的问题。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在用地、用水、
用电等方面加强保障， 出台引导政策鼓
励民间资本投向旅游厕所建设领域。

三是探索管养机制。 推广厕所社会
化、市场化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科学有效
的管养机制。 如岳阳市探索鼓励以承包
经营、大中型企业挂名赞助、商业广告特
许经营权等方式进行厕所管理， 景区内
的厕所与经营服务项目结合， 休闲步行
区的厕所与商铺挂钩，加快引进专业化、
集团化、连锁经营的厕所管理公司等“以
商养厕 ”模式 ，寻找 “无人想管 ”的突破
口。

四是挂钩管评内容。 将旅游厕所的
建设与管理作为星级酒店、A级景区、乡
村旅游点、 旅游度假区等工作评定复核
的重要内容。

五是加强文明宣传。 建立文明如厕
制度和“文明如厕”宣传志愿者队伍，张
贴文明如厕标示语， 培养公众理性使用
厕所，减少无谓的消耗。同时，创新宣传
方式，利用报纸、电视、新媒体等多种宣
传媒介，形成全社会关注、推动“厕所革
命”，引导游客共同维护整体卫生环境的
良好氛围。

小小厕所，连着的却是大民生。对于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愿景而言，
厕所既是“面子”，也是“里子”，映射出迈
向全面小康的新面貌。 厕所问题不仅关
系旅游环境的改善， 也关系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的改善、 社会文明的进步。
“把人民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真抓实
干、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则是贯穿“厕所
革命”始终的一根红线。新时代的湖南正
处于迎接这场“厕所革命”的关键期，应
以集小胜成大胜的气概，守正笃实，久久
为功 ，写好微民生里的 “大文章 ”，打好
“厕所革命”这场攻坚战。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舒隽)

� � � � 2013年7月24日 ，联合国大会通
过决议 ， 将每年的11月19日设立为
“世界厕所日 ”， 鼓励各国政府展开
行动 ， 改善环境卫生及建立卫生习
惯 ，倡导人人享有清洁 、舒适及卫生

的环境 。
世界厕所日活动，已得到越来越多

的国家支持， 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
每年的世界厕所日，中国许多城市纷纷
组织开展各种宣传、研讨活动；各地政

府则以此为契机，积极实施农村旧厕改
造、城市公厕建设等行动。据相关报告，
世界厕所日活动的开展， 对于减少霍
乱、肠道寄生虫、痢疾、肺炎、腹泻及皮
肤感染等恶疾有很大助益。

1983年①：

国营企业
普遍推行“利改税”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事件】
1983年，湖南国营企业全面试行第一步利改税，即将国

营企业上缴财政利润中的一部分以所得税的形式纳入国家
预算收入，另一部分则仍以利润形式上缴。

1984年8月起，湖南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从利税并存过
渡到完全以税代利， 税后利润全部留给企业按规定自行使
用。 这一改革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用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
一定7年。

【亲历】
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

革国家与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措施。
原湖南省国税局退休干部梁桂荣，在税务战线上摸爬滚

打了38年。回忆起这场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如今已年近古
稀的梁桂荣声如洪钟。

“利改税”改革之前，国营企业一直采用“利润上缴”的方
法，即企业把全部的收入上缴国家，而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则
由国家预算层层下拨。由于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又没有自
主支配的财力，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积极性不高。“利改税”
春风吹至湖南后，企业职工们奔走相告。

那个时候，梁桂荣工作的湘潭市，开始地市合并、财税分
家，梁桂荣担任湘潭市税务局税政科副科长。

“当时，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利与税并存。第二步，完
全以税代利。”他告诉记者，“利改税”改革，是中国税收走向
市场化的起点。

湖南的改革第一步，从1983年4月开始。到同年6月，全
省绝大部分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一步，即把有盈利的
大中型企业上缴利润制度，改为统一按55%的比例缴纳所得
税，税后利润部分上缴国家，部分留给企业。

“当时，我们去湘潭钢铁厂、湘潭电机厂、湘潭纺织厂等
国营企业搞调查测算的时候，不管是经营较好的企业、还是
亏损的企业，从上至下一片叫好。”梁老说，过去，国营企业是
生产单位，上缴利润要分任务。经营不善的亏损企业缴不出
利润，十分困难。利润多的企业，经常被追加上缴利润任务。
他们都很希望改革。

第二年，第二步“利改税”开始。当年，在全省实行“利改税”
的5346户盈利企业中， 利润总额为12.56亿元， 上缴税收占
65.83%，企业留利占34.17%。与此同时，省政府还确定，凡固定
资产原值在200万元以下， 年利润在20万元以下的小型国营工
业企业，可通过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
营，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让企业独立经营，自谋发展。

“企业手里有钱了，扩大自主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当时湘潭市井上流行一句话，‘湘钢的物资、 电机厂的票子、
湘纺的妹子’，正是国营企业实行改革后的真实写照。”梁老
笑着说。

当年的改革，也让1982年进入财税系统、现任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副局长的王建平记忆深刻。

他告诉记者，当时国家实行机构改革，各地财税分家，全
国开展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税务大招干，全国共8万人，湖南有
3000人。 自己就是当时进入望城县靖港税务所工作的。同
时，新税种开始实施，税务机关也配发了第一套执法制服。

“年轻的我，身着蓝色的制服到企业去执法，内心十分激
动，有种强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王建平十分感慨，“改革对
企业的发展推动很大。在基层，不仅仅是国营企业，就像车铃
厂、制鞋厂、农机厂等集体企业也深深受益。”

“利改税”改革，打破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增
强了企业自主支配的财力，激发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数据
显示，实行改革后，全省地方国有工业企业税后留利占实现
利润的比重，由1980年的20.77%上升到1985年的36.83%，企
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

“如果没有1983年开始的这场税制改革，就不可能有我
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今天。这次改革，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迈出关键一步的制度性安排，为后来深
化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王建平说。

·2018

新时代
一枝一叶总关情

———湖南如何推进“厕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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