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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丁政宇）记者从省国资委今天召开的监管
企业经济运行分析会上获悉， 上半年省属监
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

生产经营持续改善，质量效益稳步提升。37
户监管企业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127.66

亿元，同比增加255.32亿元，增长13.6%。
经济效益明显增加。上半年，37户监管企

业实现净盈利66.44亿元， 同比增长29%；其
中，盈利过亿元的企业有12户，另有10户企业
盈利过千万元。上缴税收快速增长，上半年监
管企业创造税收91.55亿元，同比增长14.3%，

华菱集团、 湖南建工集团和中联重科税收贡
献名列前茅。

资产规模保持增长，经营实力不断增强。
截至 6月底 ，37户监管企业资 产 总 额 达
11675.35亿元，同比增长6.3%；净资产3385.1
亿元，同比增长17.1%。

省属国企盈利同比增长29%
上半年实现营收2127.66亿元，净盈利66.44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林航竹

7月9日， 记者走进汝城县热水镇,�汩
汩的热水温泉，惊险刺激的热水河漂流，莽
莽苍苍的飞水寨森林草原，青山、绿水、竹
海、古街、民居交织如画，好一座精致的田
园温泉小镇，令人流连忘返。

夏季虽是温泉旅游的淡季， 但热水温
泉仍然热闹非凡。该镇热水汤河老街、福泉
山庄内外，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各地游客。
热水河漂流、 飞水寨森林草原等景点吸引
了不少游客。

热水镇地处湘粤赣3省交会处，与广东
仁化、江西崇义接壤。从2014年我省实施
省际边界口子镇专项建设以来， 该镇大力
实施温泉文化园、古镇老街、温泉广场、福
泉山庄、热水河风光带、边际农贸市场等21
个项目扩改建， 使昔日老旧小镇焕发勃勃
生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目前，热水镇集国家宜居示范小镇、全
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特色旅游名镇、中国
特色小镇、全国产业特色小镇十佳样本、湖
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等殊荣于一身， 成了
湘粤赣边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好山好水还要好设施

热水镇境内温泉温度高达98摄氏度，
富含硅、钠、钙、锂、硼等30多种对人体有
益的微量元素，特别是氡的含量高，达到矿
泉医疗标准，是我国少有的“氡泉”，被誉为

“华南第一泉”。
“以前这里虽有好山好水，但基础设施

一直跟不上， 旅游开发往往‘雷声大雨点
小’。”汝城县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近几年
通过道路、广场、风光带等基础设施及旅游
项目建设后， 热水镇才真正“脱胎换骨”，

“华南第一泉”的品牌也叫得更有底气。
“热水温泉我以前也来过，当时因基础

设施较落后， 来了一次后就不想再来第二
次。”来自赣州的袁先生说，热水温泉提质
改造后，国家4A级标准名副其实，他现在
每年都会带家人来这里，度假休闲。

福泉山庄一位姓陈的服务员告诉记
者，他在当地从事旅游业10多年，见证了
热水温泉旅游由“冷”到“热”的全过程，这
变化得益于一个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全域旅游彰显魅力

热水镇因地处3省交界，厦蓉高速穿境
而过、热文公路（热水-江西文英）省二等
级公路全线贯通、三热公路（热水-广东城
口） 二等级公路改造即将全面启动， 距郴
州、赣州、韶关均１小时车程，为该镇的全
域旅游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

“我们以温泉为龙头，打造‘国际田园温
泉小镇’。”热水镇党委书记袁辉茂介绍，该镇
除了飞水寨瀑布、氾水山草原、原始次森林、
竹海外，还有商周文化遗址、冰川遗址、畲族
香火龙、蜗牛塔、仙人桥等自然人文景观。

近几年来，该镇围绕全域旅游，加快推进
了德寿山森林公园、高滩畲族特色村寨、官溪
山庄、热水河漂流等景区景点建设，同时，大
力发展特色农庄、旅馆、山货、民俗等配套产
业。如今，热水镇一年四季旅游都有看点，春
季赏花踏青、品赏休闲农庄；夏季到森林公园
避暑、体验漂流激情；秋季漫步田园、感受采
摘乐趣；冬季沐浴灵泉、修身养性健体。

近3年， 热水镇年平均接待游客65万
人次以上， 每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亿多
元，极大激活了当地经济发展。

“旅游+扶贫”风生水起

旅游的兴旺， 成了热水镇百姓脱贫致
富的法宝。热水镇乘势而上，实施“旅游+
扶贫”战略，加速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在热水镇汤河老街，经营特产店的范奕
凤是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她正在收购贫困
农户送来的山货。范奕凤与镇里的26户贫困
户达成了特产或山货收购协议，联系的贫困
户每年户均增收4000多元。像范奕凤一样，
汤河老街对接服务贫困户的企业或商户有
50多家，共结对帮扶贫困户200多户。

为激发旅游扶贫动力， 热水镇出台了
旅游扶贫政策，通过贴息贷款、资金奖励等
方式，鼓励旅游企业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或
收购贫困户的农产品。

“镇里还设立产业引导资金，鼓励贫困
户围绕旅游开发创办特色养殖、 种植农
场。”热水镇镇长曹雄清说，近两年，该镇先
后为近百贫困户提供旅游创业贷款300多
万元，全镇共有160多户贫困户通过种植、
养殖、创办农家乐等实现增收脱贫。

截至目前，热水镇已脱贫449户1558人。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勇 贺威）
为了有效解决殡葬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7月9日，省民政厅、省发改委等13家单
位联合制定下发了《全省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该方案明确了专项整治行动从现在开始
延续至9月底， 重点整治的问题包括三大类18
项，分别是：

（一）公墓建设运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1.未经批准擅自兴建公墓设施（含骨灰塔陵园、
地宫等）；2.公墓未依法办理建设用地手续；3.未
经批准擅自修改公墓建设规划、扩大建设用地
面积；4.除依法向逝者健在配偶、高龄老人、危
重病人等特殊人群预售（租）墓穴（墓位）、骨灰
存放格位确保自用外，向未出具死亡证明、火化
证明或迁葬证明的人出售（租）墓穴（墓位）、骨

灰存放格位；5.建造、出售（租）超规定面积墓穴
（墓位）， 即骨灰单人或双人合葬墓超过1平方
米， 遗体单人和双人合葬墓分别超过4平方米
和6平方米的情况；6.利用水泥、石材等固化硬
化坟墓，破坏植被和生态环境，造成青山白化等
“白色污染”；7.违反价格管理规定，按规定实行
政府定价、指导价的墓穴（墓位）超标准收费，出
售（租）墓穴（墓位）、骨灰存放格位中实施价格
欺诈、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8.农村公益性墓地
违规出售（租）墓穴（墓位），从事营利活动；9.宗
教活动场所与商业资本合作，擅自设立骨灰存
放设施，向宗教教职人员以外的信教公民和社
会人士提供火化、殡仪、骨灰存放等服务，违规
从事营利活动。

（二）殡葬服务、中介服务及丧葬用品销售
中的违法违规行为。1.提供殡葬服务、中介服务

及销售丧葬用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强制服务
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行为；2.医疗机构太平间随
意处置遗体， 在太平间设置灵堂、 开展悼念活
动，机构工作人员向殡仪中介机构倒卖逝者及
亲属信息进行牟利、乱收费等行为；3.私自改装
车辆，违规从事经营性遗体运送等殡仪服务活
动；4.违规经营、欺行霸市行为。

（三）殡葬陈规陋习。1.乱搭灵棚，乱放烟花
鞭炮，沿街游丧等干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行为；
2.厚葬薄养，大操大办、盲目攀比；3.违规土葬、乱
埋乱葬、骨灰装棺再葬，修活人墓、豪华大墓等行
为；4.祭扫时在禁火期、禁火区违规烧纸放炮；
5.开展封建迷信活动，使用封建迷信丧葬用品。

据悉， 我省已建立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行动联席会议制度， 公布了举报投诉
电话，号码为0731-84502267。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赵洁）今天，记者从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获悉，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已
于近日完成， 共为133.49万名缴存职工结息
4.87亿元。缴存职工可以通过长沙公积金微信
公众号、手机APP、个人业务大厅、12329进行
查询。

据了解， 本次结息区间为2017年7月1日
至2018年6月30日，结息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1.5%执行。 结息职工人数为133.49万
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6.1万人；共为缴存职工
结息4.87亿元， 较去年相比增加0.72亿元，同
比增长17.35%；人均结息收入364.74元，同比
增长3.11%。目前，所结利息已分别计入缴存

职工账户，保障了缴存职工的合法权益，实现
了住房公积金保值增值。

据了解，2018年上半年，长沙新增住房公
积金开户单位1989家， 新增开户职工105958
人， 完成归集 59.71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66.3%、25.83%、17.49%。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
归集总额675.18亿元，归集余额364.52亿元。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廖平）“去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页岩
机制砖厂投资200万元配套建设了窑炉废气
处理设施，处理效果非常好，周边群众再也不
投诉了。”近日，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公坪镇，怀
化绿色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向省环保督察现
场核查人员详细介绍了公司污染防治情况。

今年来， 该县根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整
改清单和省环保督察工作要求，以“军令状”
的形式将梳理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了层层交

办，建立健全了系列协调、推进、督查、考核、
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同时，结合“夏季攻势”
“污染防治攻坚战” 整治任务进行对照自查，
梳理情况， 将辖区突出环境问题细化分解成
35个具体问题。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
改善辖区环境质量， 该县对农村畜禽养殖三
区划定、禁养区退养、生活垃圾处理等35个具
体环境问题采取“点对点”交办，将整治责任
压实到18个乡镇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人和25
个县直单位一把手。

截至目前，该县关停了芷江化肥工业有限
公司等3家化工环境风险企业，关闭拆除了芷江
岩湾采石场等5家破坏生态环境和达不到环保
要求的采矿、加工点；辖区内黏土砖瓦窑全部取
缔到位，原有24家页岩机制砖企业淘汰整合为
10家，并全部配套建设了环境保护设施，实现
达标排放； 辖区内9家水上餐饮平台和非法采
砂船全部拆除取缔到位；环境民生重点项目县
城生活污水增效扩容、县第二自来水厂新建和
取水口上移工程顺利开工建设。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李明好 黄
道兵 记者 肖洋桂）7月9日，常德市环保局发
布消息， 汉寿县有关部门对省第四环保督察
组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依法对汉
寿天心农牧有限公司私设暗管排污的违法行
为罚款60万元， 并对该企业负责人及污水处
理负责人予以行政拘留。

天心农牧有限公司位于汉寿县聂家桥
乡，现存栏生猪约3300头，年出栏约1.2万头，

每天排放污水20多吨。7月3日，省第四环保督
察组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私设暗管排污，当即
将该问题交汉寿县政府严肃处理。 汉寿县政
府迅速组织环保、公安、畜牧等部门组成联合
调查组，对天心农牧立案调查。经查，天心农
牧养殖污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 利用潜水泵
将高浓度沼液通过一条私设暗管， 一部分排
入附近地里，一部分排放至高家坝拦水港，最
终流入肖家湖，严重污染周边环境。

汉寿县环保局依法责令
天心农牧有限公司立即拆除
暗管，对企业处以罚款，并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处
理。7月7日，汉寿县公安局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天心
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及污水
处理负责人分别给予行政拘
留7日的处罚。

长沙住房公积金为缴存职工结息4.87亿元

解决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我省展开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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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紧盯突出环境问题不放松

汉寿天心农牧有限公司被重罚

7月10日，株洲航电枢纽
二线船闸主体施工完成。该
工程是我省对接长江经济带
的重点建设项目， 由湖南省
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 建设船闸的同时补建
了鱼道，促进湘江生态补偿。
目前，工程正进行绿化、设备
安装等施工，将于10月通航。

傅聪 李立 摄影报道

株洲航电枢纽
二线船闸
主体完工

“田园温泉”展新颜
———汝城县热水镇见闻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保
厅近日公布第二批环境保护黑名单。 湖南长
锋医药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被认定为环境保
护黑名单企业。

黑名单显示， 这些企业大多数存在不正
常运行环保治理设施或擅自闲置污染治理设
施等环境违法行为， 有的违法处置固体废弃
物、危险废物，有的未批先建、拒不整改或拒
不执行停止排污的决定。

据介绍， 我省环境保护黑名单的认定，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
见》《湖南省环境保护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规定，依据各企业环境违法及失信事实，经
过市县环保部门逐级审查、征求企业意见、省环
保厅研究决定等程序而最终确定的。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刘银艳）
湖南“2018强化医保监管年”活动持续推
进。从今天起，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管理服
务局拟在全省组织开展医保监管“百日攻
坚战”，优先防范履职风险，聚焦查处突出
问题，加快推进精准监管，切实维护基金安
全，为医保机构改革创造良好环境。

在省医保局列出的省本级重点任务清
单中，在优先防范履职风险一项，就涉及协
议医药机构的准入或退出、医疗费用审核、
实地稽查、廉政纪律等内容。

如对协议医药机构，就要求严格落实准
入或退出规程，要排查是否严格按照《经办业
务规程》办理并长期坚持。对医疗费用审核，

要求排查是否落实各项审核流程、 对不合理
费用认定的评审机制， 是否推进全省医保智
能审核全覆盖，是否完善三重审核机制，是否
落实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审核方式改革等。

加强工伤机构、中小医院及特门（药）
药店的管理，全面开展身份识别、推进远程
监控等举措。

对专科医院、门诊单病种、日间治疗、中医
理疗严格规范管理，推行就医实时打卡制度。

加强协议零售药店管理， 完善省本级
协议药店的准入及相应管理措施， 改进支
付方式，推动医保卡手机支付。

在此次行动中， 省医保局还将强化社会
监督和违规行为查处，试行社会监督员制度。

湖南打响医保监管“百日攻坚战”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刘银艳）
今年上半年，我省牢牢抓住“稳就业”重点，
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相
关指标均超额完成节点任务。 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省新增城
镇就业43.91万人， 为年度任务的62.73%；
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17年的4.02%降至
3.86%，为近年来最低。

此外，失业人员再就业18.8万人，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6.86万人， 分别为年度
任务的62.67%、68.57%； 零就业家庭保
持动态清零； 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总体求
人倍率（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
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为
1.36，保持了需大于供的良好态势。

今年，我省继续深入
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完善
了创业培训政策，将网络
创业培训和创业模拟实
训纳入培训补贴范畴；首
次启动创业服务三湘行
系列活动，推动创业项目
与创业资本、 创业导师、

创业平台等有效对接； 切实做好创业孵化
服务，复核通过了85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并择优评选45家基地给予奖补资金扶持；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5亿元，直接扶持6400
人创业；组织开展了“2151”工程、“双百”工
程和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项目评选。

大力推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各类
群体就业，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精心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完成2017年度校园
招聘一次性补助资金的审核拨付工作，为
131所高校下拨补助资金2278.9万元。稳妥推
进去产能职工安置，采取职业介绍、技能培训
等举措帮扶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援助零就
业家庭200户，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我省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43.91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3.86%，为近年来最低

我省第二批环境保护黑名单公布
湖南长锋医药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1.湖南长锋医药有限公司
2.宁乡市花明楼镇旺泉砖厂
3.湘潭市鑫旺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4.湘潭永洁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5.湘乡市仨匠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6.邵阳市诺欧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7.邵阳市黄亭市镇青草环保砖厂
8.湖南海旭啤酒有限公司
9.湘西鸿瑞科技有限公司
10.双峰县相中橡塑厂
11.湖南鸿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张家界碧龙湾有机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链接 12家被列入环保黑名单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