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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奉永成）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农信社工作会上获悉，截
至去年底， 全省农信系统存款总量达9144亿
元，全年增量513亿元；贷款总量为5351亿元，
全年增量697亿元，存款、贷款总量和增量均
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

去年，省农信系统坚守服务“三农”宗旨，
扩大有效信贷投放， 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和民营企业发展， 全省农信系统涉农贷款余
额3898亿元，比年初增加179亿元；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2436亿元， 比年初增加258亿元；累

计对39万余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86
亿元， 直接或间接带动上百万贫困人口发展
生产稳定增收。

拓展抵押担保范围，完善担保方式，积极
稳妥推进“两权”（两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和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截至去年
底， 全省农信系统农民住房财产抵押权贷款
余额达34.28亿元，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贷款
余额10.88亿元。

电子银行业务总量、 质量和效益整体提
升，移动业务终端、企业版手机银行、信用卡

商城等陆续投产应用， 电子银行替代率提高
至81%； 洋湖数据中心投产运营，“两地三中
心”信息科技新平台全面形成；相继推出大额
存单、智能存款、超级网银、国际结算等新产
品， 为促进乡村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服务保
障。

“今年，我们将坚守服务全省经济发展、
服务‘三农’ 和民营企业的宗旨， 坚定不移
地做好存贷款主业， 充分发挥金融主力军
作用。 ” 省农信联社党委副书记、 主任李勤
说。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通讯员 刘晓熹 任
彬彬 记者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科技
厅获悉， 省委组织部和省科技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评价办法的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下大力气消除
有碍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 为科研人员
松绑减负。《实施办法》也是中央“三评”改革
后省级层面首个专门针对科技人才评价出台
的文件。

据省科技厅介绍，《实施办法》聚焦“人才
‘帽子’满天飞”以及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
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等突出问题， 直击科研

人员长期反映的难点、堵点、痛点，从优化科
技人才计划与布局、 构建科学合理的科技人
才评价体系、 完善科技人才评价管理与服务
三个方面出实招。

在统筹优化相关科技人才计划上， 一方
面加大省级人才“帽子”统筹精简力度，避免
多个类似人才项目同时支持同一人才； 另一
方面加强与国家人才计划的对接， 减少重复
申报评审。

在科学设立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方面，《实
施办法》努力克服“四唯”，创新评审方式，健
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 如省级科技人才项目

的申报，不再将论文、职称、学历、奖项等作为
限制性条件。 精简项目申报要求、简化申报表
格及流程。 同时，针对不同的人才类型采取相
应的评审方式， 对引进的顶尖科技创新人才
（团队），按照“一事一议”方式论证支持。 对基
础研究、 应用研究及产业技术等科技人才进
行分类评价。

在优化科技人才经费使用和绩效评价、
简化项目过程管理方面，《实施办法》 赋予科
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 以往，科技人才
项目经费只能用于课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发
生的费用，现在可用于人才培养或引进、自主
选题研究、改善科研条件、研修培训和对个人
的专项补助或奖励等。 对单个科技人才项目
短期内科研产出及经济社会效果情况不作绩
效评价，而是从项目立项规范性、资金到位及
时性、资金使用合规性等作评价。 对实施周期
三年以下的科技人才项目一般不开展过程检
查。对经费100万元以下的科技人才项目均采
取书面验收的形式。 不再将成果登记作为科
技人才项目验收的必要环节。

三湘时评

朱永华

耕耘辛苦非等闲，春华秋实又一年。岁
末之际，对于上班族来说，既可以盘点过去
一年工作上的得失 ， 还有一个很大的盼
头———领取年终奖。

职场员工的收入构成里， 除了平时按
月分发的薪酬之外， 年终奖是占比不小的
一块。而相对于月收入，年终奖的分配政策
更多带有地域、 行业和具体单位部门的特
点，换句话说，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有自
己的“规矩”。 虽说“规矩”里面融汇了一般
的价值原则，如多劳多得，优劳多得，照顾
老弱，兼顾平衡。 但是，各个单位部门情况
千差万别，岗位性质各有千秋，远非几条抽
象原则能涵盖得了的。

“不患寡，患不均”，是芸芸众生评判的
基本出发点。 如果在事关钱包等敏感问题
上拿捏不准、操作失当，容易导致异议，引
发矛盾，挫伤职工工作热情。 现实中，年终
奖金分配往往几个人说了算，明显不合理、
有失公允的分配方式还真的不在少数。 比
如，在一些高校，行政岗位的分配明显优于

教学岗位；有的单位存在“欺小”的现象，工
作不久的年轻人干同样的活， 但是酬劳远
远比不上“老资格”，致使年轻人啧有怨言；
在一些单位， 部分一线努力干事者反而比
不上享受“平均待遇”的管理岗位。 如此情
形，未免让人寒心。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但是可以追求
相对的合理。 保障这种相对公平合理的最
好方式，就是程序上的科学正义。程序正义
之下，即便分配有差距，众人亦心服。 现有
的制度框架中，职工代表大会、民意调查、
方案公示都是不错的意见表达渠道。 通过
类似意见表达渠道形成决策方案， 而不是
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定盘子， 就能最大程
度消除歧见，“足慰众生”。

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应有之义，但公平正义绝非挂在嘴上的空
洞口号，必须见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于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否在年终分
配一事上表现出公正和无私，更是衡量其党
性和作风的一块试金石。 因此，领导干部当
以公直之心，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
确保单位职工这份“小确幸”不至于“空转”。

年终分配，莫让干事者寒心

湖南出台科技人才评价办法
●对各类科技人才设置不同的评价指标
●省级科技人才项目申报，不再将论文、职称、学历、奖项

等作为限制性条件
●科技人才项目经费用途扩大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住建部、国家文
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公布第七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的通知》， 确定60个镇为第
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11个村为第七
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中，我省有3个镇、
10个村进入名单。

我省这3个镇分别是浏阳市文家市
镇、临湘市聂市镇、东安县芦洪市镇，10个
村分别是醴陵市沩山镇沩山村、 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 汝城县土桥镇永丰
村、汝城县马桥镇石泉村、新田县枧头镇龙
家大院村、道县清塘镇楼田村、蓝山县祠堂
圩镇虎溪村、沅陵县荔溪乡明中村、中方县
中方镇荆坪村、永顺县灵溪镇双凤村。

目前， 我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取得突破性进展， 基本建立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三级保护体系。 除
了此次新晋的3个镇10个村外，还拥有4个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和1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相关链接：

我省已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市、
岳阳市、凤凰县、永州市。

我省已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龙山县
里耶镇、望城区靖港古镇、永顺县芙蓉镇、
绥宁县寨市镇、泸溪县浦市镇、洞口县高沙
镇、花垣县边城镇。

我省已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岳阳县
张谷英村、 江永县上甘棠村、 会同县高椅
村、零陵区干岩头村、双牌县坦田村、祁阳
县龙溪村、 永兴县板梁村、 辰溪县五宝田
村、永顺县老司城村、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
村、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村、 绥宁县上堡
村、绥宁县大园村、江永县兰溪村、龙山县
捞车村。

3镇10村新晋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省农信社存款突破9000亿元
存款、贷款总量和增量均居全省金融机构首位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孟姣燕）
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新
闻通报会上获悉， 今年湖南将进一步降低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
格形成机制。

截至2018年底， 省发改委已组织对
44个省内国有景区 （点） 实施了门票降
价， 包括武陵源核心景区等5个5A级景区
（点）、 桃花源等29个4A级景区 （点） 和
10个3A级及以下景区 （点）， 平均降幅为
21%， 每年可减少游客门票支出2.85亿
元。

为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需求， 加快推
动我省旅游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小
众旅游向大众旅游、 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
转型升级， 省委、 省政府进行了专题研
究， 明确要求今年要进一步降低我省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 省发改委已拿出初步方
案， 从降低岳麓书院 （含中国书院博物馆
陈列馆） 门票价格开始， 拉开今年降低景

区门票价格工作的序幕。
据悉， 省发改委近期将对国有景区门

票价格开展测算摸底工作， 特别是对去年
以来尚未出台降价措施的国有景区， 以景
区质量等级、 游客数量、 社会意见集中度
为序， 系统开展门票定价成本监审或成本
调查， 评估现行门票价格合理性； 以“五
一”、 暑期、 “十一” 等游客集中时间段为
重要节点， 成熟一批、 降价一批。 同时，
将全面推动降低景区内偏高的其他服务
价格， 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 垄断性较
强的交通车、 缆车、 观光电梯等相关服
务价格 。 进一步扩大门票价格优惠范
围， 将免票范围扩展到14周岁以下的儿
童 （原规定是6周岁以下或身高1.3米及
以下的儿童）、 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原
规定是7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80周
岁以上老年人的1名陪护人员 （新增）、
现役军人 （新增）。 从而形成国有景区
降价示范作用， 引导非国有景区主动降
低相关门票及相关服务价格。

我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今年将再降
2018年湖南44个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平均降幅21%，

每年可减少游客门票支出2.85亿元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孟姣燕）
今天， 省发改委在长沙举行降低岳麓书院
（含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 门票价格听
证会，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及有关方面的意
见。

根据听证方案， 门票定价成本严格限
定在景区游览区域范围内直接为游客提
供基本游览服务所发生的设施运行维护、
人员薪酬、 财务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等方
面的成本支出、 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 宣
传教育以及文物维护等资源保护支出。
2018年11月至12月， 湖南省价格成本调
查队对岳麓书院 （含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
馆） 2016年、 2017年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的成本情况进行监审， 经核查直接运行单
位成本为44.83元。 因岳麓书院 （含中国
书院博物馆陈列馆） 不在国家相关部委公
布的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名单中， 公共
财政的保障机制也未到位， 岳麓书院 （含
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 仍然需要依靠收
取门票来弥补日常运转、 维护经费的缺
口。 同时， 为秉持旅游为民、 旅游惠民理
念， 按照逐步实现公共资源全民共享、 景
区服务费用游客合理分担的取向， 充分体

现公共资源建设的国有景区公益属性， 拟
将其普通门票价格从每人次50元降低为
每人次40元， 降价幅度20%， 其他优惠价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 并且降
价不降质。 这是我省实施 《价格法》 20
年来， 第一次召开降低价格的听证会。

“降低门票价格对游客的影响是积极
的， 更重要的是对优化我省旅游环境， 充
分释放旅游消费需求有着重要的促进作
用。”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景
区运营管理者通过转变发展思路、 经营模
式， 提升经营管理效率， 丰富旅游产品，
改善服务质量， 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吸引游
客， 逐步降低对门票的依赖， 实现景区持
续健康发展。

下一步， 省发改委将充分吸纳听证会
的意见， 进一步完善定价方案， 按规定作
出定价决定， 并通过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
向社会公布定价决定和对听证会参加人
主要意见的采纳情况和理由。

此次听证会经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推
荐， 产生消费者听证会参加人9名； 经湖南
大学推荐， 产生经营者听证会参加人2名；
另有旁听人员3名。

省发改委举行
降低岳麓书院门票价格听证会

拟将其普通门票价格从每人次50元降低为每人次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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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前公示：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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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31日至2019
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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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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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 健 女 汉族
湖南
益阳

1963.06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 省委老干部局局长

谢 文 男 汉族
湖南
湘阴

1970.08 大学 理学学士
中共
党员

省自然资源厅人事处处长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 党组
成员

李小松 男 汉族
湖南
邵东

1975.03 大学
公共卫生硕士
副主任医师

中共
党员

省脑科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
长

省人民医院 （湖南师范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

邓文军 男 汉族
湖南
洞口

1968.12
中央党校

大学
助理会计师

中共
党员

省供销合作总社财务处处长
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
任、 党组成员

李 勇 男 瑶族
湖南
辰溪

1971.03 在职研究生
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原常务副总经理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

汤瑞祥 男 汉族
湖南
南县

1965.05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益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党
组成员， 办公室主任、 党组
书记

提名为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人选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陈淦璋）湖南磁
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今天披露， 长沙磁浮
快线自2016年5月6日开通试运营以来， 截至今
日已安全运营1000天， 开行列车131526列次，
累计发送旅客816.52万人次。其中，2018年10月
4日创下14501人次的单日客流最高记录。

长沙磁浮快线连接高铁长沙南站和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列车设计时速100公里，被誉
为“空铁联运的超级枢纽”。为方便旅客出行，

湖南磁浮公司5次调整运行图，运营时间由最
初的早9时至晚6时， 调整为早7时至晚10时
（机场站为22时30分）； 行车间隔由最初的24
分30秒，缩短至目前的11分40秒，“空铁联运”
效率有效提升。此外通过增加便民设施、发行
新票种、推进售票电子支付等措施，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

湖南磁浮公司还不断优化各项技术指
标， 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较完善的中低速磁浮

运营、检修维护体系，填补了国内自主化商用
磁浮车辆设计、制造、运用等空白；解决了沉
降控制、磁浮轨排及道岔建造、大跨度桥梁F
轨接头技术难题， 形成了中低速磁浮牵引供
电系统成套技术； 首创研发了中低速磁浮信
号系统的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测速定位和校准
技术， 并实现了中低速磁浮列车的自动驾驶
（ATO）。目前正大力推进时速160公里中速磁
浮列车调试实验。

送福到家
1月30日，文艺工作者

在给贫困户拍摄“全家
福”。 当天，湖南省文化馆、
湖南省艺术摄影学会等单
位的志愿者走进会同县高
椅乡雪峰村，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拍全
家福送春联活动， 将照片
打印装框送给贫困户。

陈湘清 摄

长沙磁浮快线安全运营1000天
●发送816万多人次， 单日客流最高达14501人次
●正在推进时速160公里中速磁浮列车调试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