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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刘永
涛） 融360最新发布的7月房贷数据
显示， 长沙房贷市场整体保持平稳。
目前各银行首套房利率执行基准利
率上浮10%-20%区间， 首套房首付
比例均为三成。

首套房房贷利率方面， 执行
基准利率上浮10%的有3家银行，

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15%的有 8家
银行， 最高上浮 20%的有 4家银
行。二套房房贷利率方面，目前各
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上浮20%-30%
区间， 最高上浮 30%的有 2家银
行。

首套房首付方面，7月所监测长
沙15家银行中， 首付比例均为三成。

二套房首付比例大部分为4.5成，其
中个别银行首付为六成。

从全国范围来看， 今年7月首
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7%，相当
于基准利率1.157倍，环比6月上升
0.53%； 同比去年7月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4.99%， 上升13.63%。二
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6.03%，较上

月上涨3个基点， 整体涨幅低于上
月。

融360分析师李唯一认为，未来
房产市场对于投资资金的管控将会
趋于严格，对于刚需群体的保障将会
增多，不再建议投资资金进入，刚需
群体完全可以按需入场，房产市场整
体趋势将以稳为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郭素防

今年8月，经过国家专项评估检
查，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的
桂东成功脱贫摘帽。

这背后， 不仅有各方力量的合
力推进， 也凝聚着纪检监察机关加
强监督执纪问责的不懈努力。 通过
聚焦扶贫领域腐败、 作风和责任落
实三大问题， 该县不断打出“组合
拳”，织密脱贫攻坚“防护网”。

精准核查深挖“猫腻”
在开展扶贫领域和作风问题专

项整治中， 该县纪委监委持续开展
“廉情访谈” 活动， 采取自清自查、
“回头看”和现场督导等方法，深入
乡镇、农户，了解掌握贫困户真实情
况，精准核查发现问题线索。

去年6月，在对群众反映的寨前
镇白竹村党支部书记黄某承包通组
公路、涉农资金未下发的问题线索进
行核实时，该县发现黄某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承建白竹村水坑公路硬化
工程中虚报长度152.4米， 套取村集
体资金37795.2元。不久，黄某受到开
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的问题和线
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截至目前， 该县开展脱贫攻坚
监督检查6批次，下发通报11期、专
项督办函10件，在扶贫领域立案33
起，结案18件，党纪政务处分18人，
问责50人。

严惩“蝇贪”护好“奶酪”
“真没想到，我们反映的问题，这

么快就解决了， 还把5600块钱送到
家里，你们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
4月8日， 领到退还资金的桂东县大
塘镇蛟龙村村民郭垂汉激动地说。

该县国土资源局大塘镇国土所
所长何荣利用职务之便， 以为村民
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为由违规收取

费用。经群众举报，县纪委对其立案
审查。2017年3月，何荣受到撤职处
分， 其所收村民的54076元资金被
悉数追缴。

在专项整治中， 县纪委监委加
大核查督办力度，紧盯在项目建设管
理、资金拨付使用、农村“三资”管理、
贫困人员建档立卡信息数据、贫困户
识别审核等关键环节，斩断伸向扶贫
款物的“黑手”。 目前， 已追缴资金
85.8万元，返还群众资金30多万元。

压实责任形成合力
今年4月， 桂东在开展扶贫督

查中发现， 普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教师杨某作为某贫困户的扶贫帮扶
人，不认真学习扶贫政策、填写扶贫
资料，履行帮扶职责不到位。该镇驻
村领导张某在交叉检查中， 虽然发
现“一户一档”资料存在问题，将情
况反馈给村干部和工作队后， 却因
该贫困户未在家，未再检查“两表一
册”填写情况。很快，杨某受到诫勉
谈话问责，张某受到书面检查问责。

今年3月，县纪委监委制定下发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 以扶贫领域作风建设为
抓手，层层签订《承诺书》，压紧压实
责任。 各派驻机构片区工作组和乡
镇纪委片区工作组加强督促指导，
对“两个责任”落实不力一律追责，
确保脱贫攻坚工作任务在哪里、监
督执纪问责跟进到哪里。目前，全县
已签订《承诺书》1600余份，开展谈
心谈话3000余人次，约谈63人次。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弄虚作假，把监督关口向前移，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桂东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阳运斌
表示，下一步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拼劲， 继续抓好扶贫领
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黄利
飞）A股8月7日稍有起色，8月8日又
来一根中阴线令市场人气大为受
挫，正当大家慨叹反弹“一日游”时，
今日两市强势逼空上涨， 令反弹局
势明朗起来。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收2794.71点，涨幅达1.85%；深证成
指报收8752.20点，涨幅达2.98%；创
业板指报收1497.61点，直逼1500关
口，涨幅达3.44%。

盘面上， 各行业板块几乎悉数
翻红，其中国产软件、芯片、数字中
国等板块涨幅居前； 两市3100余只
股票收涨，不足200只股票收跌。

湘股板块亦表现强劲。 天桥起
重、天舟文化、国科微、岱勒新材和
科创信息5只个股涨停，近九成股票
上涨收市。

近段时间，A股持续低迷，2700
点一度岌岌可危。 为稳定市场预期，

管理层利好政策频出：上调外汇风险
准备金率， 助力人民币汇率企稳；宣
布14家养老目标基金获批，万亿规模
养老金将陆续入市的消息助推市场
做多；公布《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
工作要点》，掀楼市整治风暴等。

专业投资咨询机构巨丰投顾分
析认为，指数放量上行，市场还有反
弹空间，但成交量未有明显释放，仍
存反复可能。

7月长沙房贷市场整体平稳
首套房贷款利率最高上浮20%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施泉
江 通讯员 汪丹）今天，湖南消防微
信公众号公布最后一批“除火患，拔
插头”的获奖名单，全民“拔插头”微
信抽奖活动告一段落。此次活动通过
发动广泛群众督促身边电动自行车
违规充电的行为，拔掉违规充电电源
插头并拍下视频上传至湖南消防官
方微信平台中，即可获得抽奖。

“除火患，拔插头”活动自7月初
开展以来， 全省共收到视频12000
余部， 参与人数达到10万余人，其

中小区楼道间违规充电视频占90%
以上。除了发动网络监管力量以外，
我省各地纷纷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
专项行动， 全省消防部队联合相关
部门共检查单位、 社区3057家，严
格落实“三个严禁要求”，清理违规
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1022台，按照
“入村、入楼、入户”要求，粘贴公安
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
火灾防范的通告》7万余份， 巡检电
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577个，新
增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383套。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黄
利飞 ）从7月1日起，湖南国土资源
系统全面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
系。运行1个多月以来，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数据成果全面参与全省
建设用地审批、 土地利用规划、不
动产登记、采矿权、补充耕地项目
等业务审批与监管，加速了国土资
源数据跨部门共享，为“互联网+政
务服务”提供了更加精准可靠的空
间数据。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是我国自
主建立、 适应现代空间技术发展趋
势的地心坐标系。 较之前使用的
1954年北京坐标系和1984年西安坐
标系更精准、科学。

统一坐标系， 建设用地审批更
合理。2018年7月1日后，全省在建设
用地报批项目时， 根据国家要求上
报2000坐标系。通过叠加分析2000
坐标系数据与专题数据， 可精准确
认建设用地项目的位置、 占用地类
面积、是否占用基本农田、是否符合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是否压盖测量
标志、是否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等，
审批部门根据分析结果作出审批决
策。

统一坐标系还能清晰矿业权；
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探矿项目是否处
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内、 是否与已有
建设用地审批项目存在重叠、 是否
与永久基本农田数据重叠等。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通讯员 丁
梅芳 记者 刘勇） 近日双牌县政府与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
式， 该公司成为双牌县引进社会资本
投资补充耕地开发项目的施工方。

双牌县引进社会资本，将全县范

围内耕地后备资源约400公顷进行开
发，分3年（2018年至2020年）实施。首
期拟开发约600亩，预计2018年12月
底完工。此后每期开发的面积由双牌
县和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根据选址
测量和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相关专家表示， 该项目将为探
索补充耕地开发积累经验。 省第二
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依照法律法规， 严格按照合同要求
执行，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按期完成
项目进度。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桂东打出“组合拳”———
织密脱贫攻坚“防护网”

我省“巧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A股迎来有力反弹
成交量未有明显释放，仍存反复可能

政企合作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双牌县补充耕地开发项目

国土资源系统统一坐标系
全面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为建设用地审批等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何乐川 梁友

“每亩魔芋产量保守估计也
有1000公斤，每公斤4元钱，有赚
头哩。”7月底，记者在会同县马鞍
镇马田村见到杨华兴时， 他和三
兄弟正在长圳湾家庭农场忙活
着。

今年55岁的杨华兴是一名党
员。前几年，他在贵州开了一家筷子
厂， 后来因为车祸负伤， 背下了债
务。

2014年，杨华兴被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我过去当老板， 给别人
提供就业机会，现在却成了贫困户，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杨华兴说，他
只想打个“翻身仗”。

在会同县，魔芋产业被列为“十
三五” 全县农业产业化重点开发项
目和扶贫产业开发重点项目。 对种
植魔芋的贫困户、非贫困户，县里分
别按每亩1500元、800元的标准进
行奖补。同时，县魔芋公司对魔芋以
保底价收购。

杨华兴脑瓜子灵活， 看到种魔
芋有“钱途”，他勤学魔芋种植和管
理技术，2016年试着种植4亩魔芋，
尝到了甜头。

为扩大种植规模，解决人力、
资金等问题， 杨华兴拉上自家兄
弟杨华冬、 杨华坤、 杨华松一起
干。在村支两委支持下，四兄弟共
整合林地、荒山100亩，于今年初
创办长圳湾（当地地名） 家庭农
场。 农场主要种魔芋， 并套种玉
米、山姜。“我今年在农场的收入，
估计会有五六万元。”杨华兴乐呵
呵地说。

“杨华兴是我们村发展产业、脱
贫致富的带头人之一。”马田村党支
部书记龙自武说，在杨华兴影响下，
村里有3户贫困户种植了鱼腥草、2
户贫困户种植了百合， 还有几户也
种了魔芋。

杨华兴：
55岁再出发

8月9日，湘西经济开发
区湾溪河碧波荡漾，两岸风
景宜人。近年，该开发区认
真落实河长制，通过严格控
制影响河水水质的建设项
目、 严禁排放污水等举措，
切实加强河道的治理和保
护，不仅河水更清了，环境
也更加生态、宜居。
刘振军 向寒梅 摄影报道

河道治理
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