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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景超平）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
理，保护耕地，省人大常委会拟作出《关于湖南
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于今年9月1
日起施行。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该决定草案和《湖南省耕
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方案（草案）》。

按照草案的要求，我省各县（市、区）耕地占
用税适用税额拟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市
辖区40元/平方米，不设区的市、县30元/平方
米；其他市州市辖区35元/平方米，不设区的市
30元/平方米，县、自治县25元/平方米。人均耕
地低于0.5亩的县（市、区），耕地占用税具体适
用税额在当地适用税额的基础上提高20%。

省财政厅负责人介绍， 我省现行耕地占用
税适用税额是2008年制定的，全省各地税额标

准较多，地区差异较大，其中最低标准为江永县
和花垣县20元/平方米，最高标准为长沙市城区
45元/平方米。对此，按照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及“税制
平移、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平稳”
要求，结合全省各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我省拟对
各地区适用税额进行简并。经测算，新适用税额
平均水平为29.39元/平方米， 相比原平均水平
28.23元/平方米略有提高，总体平稳，对收入影
响不大， 符合税法要求的湖南平均水平不得低
于25元/平方米的规定。

同时，以2017年度各县（市、区）耕地面积
和常住人口为基数，我省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
地区共有26个，主要集中在长株潭等市辖区。这
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耕地资源稀缺，土地更需
要加强管理。为有效保护耕地，保持前后政策稳

定， 我省拟规定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地区，耕
地占用税具体适用税额在当地适用税额的基础
上提高20%。

此外，考虑到占用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
用地、 养殖水面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
按当地适用税额的80%征收耕地占用税的规
定，在我省执行已有10多年，根据征纳双方普
遍理解和接受的实际情况，草案拟规定，对占用
这些地方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
建设的， 耕地占用税具体适用税额在当地适用
税额的基础上降低20%。

审议中，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表
示赞同， 认为是贯彻实施耕地占用税法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耕地，并
且充分考虑了我省人均耕地面积和经济发展实
际情况，切实可行。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景超平）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为保护和
改善洞庭湖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省
拟出台《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例》。今天下午，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该条例草案
进行了分组审议。

开展洞庭湖保护立法，有利于解决法律制度不
健全、管理体制不统一、保护权责不清、执法监督力
度不够等问题，为强化保护、管理和科学利用洞庭
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草案分6大部分共40条，对
洞庭湖保护范围、管理体制、执法机制、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与修复等问题进行了规范。

洞庭湖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
科学确定保护范围是守护一湖清水， 促进湖区
绿色发展的首要问题。 草案结合我省的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规划， 对洞庭湖保护范围进行了明

确，即：洞庭湖湖泊，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华
容河本省行政区域内河道，以及上述河道、湖泊
沿岸堤防保护的区域，包括岳阳市、常德市、益
阳市和长沙市望城区的相关地区。

草案对洞庭湖保护管理体制进行了规范，
要求建立省政府领导， 省联合执法， 市综合执
法，县属地责任，部门履职，乡镇落实，村协助的
洞庭湖保护管理体制。其中，在行政执法方面，
拟规定由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实
行联合执法；岳阳、常德、益阳3市建立洞庭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制， 确定综合行政
执法机构， 统一行使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
职责，解决洞庭湖多头多重执法问题，建立协同
高效的执法体制。

针对洞庭湖特有的污染和生态问题， 草案
以问题为导向，设定了控制洞庭湖氮磷总量、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 养殖专业户和散户养殖污染
防治、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垃圾资源化处理和生
态流量保障、水域岸线保护、砂石资源保护、产
业生态发展等行为规范。

【审议声音】
王善平委员：洞庭湖是调蓄湖泊，除洞庭湖

区生产生活污染物的排放影响水质外， 从长江
和湘资沅澧四水带入的污染物对水质影响很
大。建议进一步完善一体化保护和治理机制，特
别是明确“四水”入湖水质要求、对上游地区的
生态补偿机制等内容。

马石城委员： 草案有的禁止性条款没有设
置法律责任，如草案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弃置
污染物和废弃物等， 却没有设置对应的处罚措
施，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责任，增强法规的
刚性执行力。

何金燕

近日， 来自北大清华等海内外40余
所知名高校的141名博士抵湘，与全省60
余家国家级园区企业“相亲”。两者之间，
会结就怎样的金玉良缘？几许博士会“芳
心”许三湘？值得期待。

无论故事怎样发展， 有一条是肯定
的：湖南要答好留住人才“芳心”的“必答
题”，在“招什么才”“靠什么引才”“如何用
才育才”“凭什么留才” 等问题上做好功
课。

瞄准重点产业精准引才， 解决过去
人才引进政策缺少针对性、 精准度与地
方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解决好“招
什么才”的问题。这些博士深耕于工程机
械、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与长沙创新
谷、株洲动力谷、湘潭智造谷等园区打造
的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
10个优势产业集群， 具有极强的匹配性
与吻合度。在产业链上引才，紧紧围绕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汇聚
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处于科技前沿
水平的创新创业人才， 才是最值得打造

的“引才环境”。
施展城市魅力真情引智，解决“靠什

么引才 ”的问题 。冒酷暑 、走园区 、访企
业、寻商机 、谈合作，博士团零距离感受
湘企魅力； 省市领导争相推介美丽潇湘，
求贤若渴；企业主动出击精准揽才，诚意
满满。城市的温度，影响人才的安定度。安
家费高达40万元，租房买房有补贴，户籍
办理无门槛，子女入学不用愁，政府出台
系列优惠政策，用待遇和配套留住人才。

打造人才“磁场”，解决“用心留才”
的问题。有企业透露，引进博士相对易，
留住他们才更难；有博士坦言，与福利待
遇相比，他们更看重职场空间。用好和留
住高精尖人才， 让博士在企业发挥一技
之长，推动行业发展，与企业共同成长，
才更为关键。

寻才求贤若渴，用才各展其能。把更
大力气、 更多资源放在高质量发展的切
实行动中，不断壮大有吸引力的产业，不
断优化城市的宜居环境， 或许比单纯的
“抢人” 来得更有意义。 既要把户籍、住
房、创业补贴作为基础条件，更要完善与
人才引进相匹配的薪酬体系， 这样才能
俘获更多人才的“芳心”。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余蓉）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投
档分数线已经出炉。据统计，不少二本院
校投档线甚至远超一本线（文科553分，理
科500分）。与此同时，部分院校的投档线
刚好压线， 二本线下20分内的考生有望
通过填报征集志愿的方式，“冲”进二本院
校。

从公布的投档分数线来看， 全国有
多所院校投档线远超一本线。 其中文科
最高的是浙江工商大学， 投档线达580
分，超我省文科一本线27分、二本线57
分；另外，投档线远超一本线的高校还包

括：上海海关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均为57
3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570分等。理科最
高的为广东财经大学，投档线为542分，超
理科一本线42分，二本线94分；另外，投档
线远超一本线的高校还包括：浙江工商大
学539分，北京信息科技大学538分、广东
金融学院530分等。

省内高校中， 投档线分数较高的高
校有：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科547分、理
科488分；长沙学院文科547分、理科488
分；湖南文理学院文科545分、理科479
分；长沙师范学院文科543分、理科481
分；湖南工程学院文科541分、理科480
分。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曾佰龙 )日前，湘潭市举行上半年
经济工作会议时，下发了《湘潭市2019
年重点建设项目挂图作战月报表》(以下
简称《报表》)，首次采用“红绿蓝”实心圆
圈，标注重点项目进度，对推进滞后的重
点项目，用醒目的“红圈”亮丑，让人一目
了然。

湘潭市在以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通报项目进度时，多以百分比来表示。这
次《报表》首次采用了“红黄蓝”圆圈来表
示项目进展情况， 蓝色圆圈代表项目进
展良好，绿色圆圈代表项目进展正常，红
色圆圈代表进度滞后。为推进项目落地，

湘潭市实行挂图作战、挂帅出征、挂责问
效，对推进滞后的重点项目不再遮掩，而
是敢于“亮丑”。

为推进项目早建设、 早落地、 早达
效，湘潭市推行市领导“挂帅”的项目调
度制度，市长每个季度调度一次，市主要
领导每两个月调度一次。31个联点市领
导组成最强的项目“帮帮团”，对于能现场
解决的问题，现场拍板解决；对于牵涉多
个部门的问题， 交给落地办跟踪解决，将
结果直接纳入绩效考核。该市召开二季度
重大项目调度会至今， 不到半个月时间，
29个重点产业项目共交办事项51项，已
办结6项，部分办结5项，正在办理40项。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飞 )7月30
日， 在粤港澳产业转移项目专场对接会
上， 邵阳县与湖南金荣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约，重点打造邵阳县产业转移平台，
通过该平台的打造， 结合一系列优惠政
策，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更好的条件。

邵阳县地处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中心交会处、中心带。此次签约的
邵阳县产业转移平台，总投资6亿元，将建

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企业服务
中心、企业融资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等创
新平台体系。重点打造“三业一基地”，即
以承接沿海地区皮具、服饰鞋帽、玩具、发
制品、塑胶、木材等转移产业为依托，打造
加工贸易业；以发展电子元器件、教育装
备为主导，打造新兴信息、装备产业；以打
造中国茶油之都为目标，构建油茶产业集
群；以引进“500强”企业为中心，配套上中
下游产业，打造先进制造基地。

答好留住人才的“必答题”

本科二批平行一志愿
投档分数线出炉

高考招生关注

湘潭推进项目建设敢于“亮丑”

邵阳县打造产业转移平台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邢骁 吕童）今天上
午， 长沙市1.4G专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颁
发仪式，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举行，现场，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将我省首张1.4G专网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颁发给了湖南湘江云计

算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这也标志着我省正式启
动1.4G专网建设和运营。

据介绍，1.4G专网是指在1447-1467MHz频
段建设的无线宽带数字集群专用网络，该网络具
有专用性、可靠性、安全性的特点，能为城市的政

务信息和数据传输提供一条安全可靠的政务通
信“应急车道”。长沙市1.4G专网建成后，将为长
沙市政府应急通信和民生保障提供更加安全、可
靠的无线网络服务， 提升城市应急管理水平，并
为长沙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保驾护航。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已进行1.4G专
网的建设和运营，主要面向公安、应急、城管、环
保等部门，其应用包括移动办公、应急突发事件
处理、移动执法、大型活动保障、视频监控、环保
监控和物联网等方面。

开通安全可靠政务通信“应急车道”
我省启动1.4G专网建设和运营

我省拟立法保护洞庭湖
对保护范围、管理体制、污染防治等进行规范

我省拟出台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标准
●长株潭3市市辖区40元/平方米，不设区的市、县30元/平方米
●其他市州市辖区35元/平方米，不设区的市30元/平方米，县、自治县25元/平方米
●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县（市、区）在当地适用税额基础上提高20%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李果 邹洁纯）今天，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武警
长沙支队举行了军地法院协作意见新闻发布会
暨“送法进军营”活动，通报了湖南高院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长沙军事法院联合制定的《关于进
一步密切军地法院协作加强涉军案件审判工作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发布了湖南法院第一批涉军维权典型案
例。

《意见》共16条，包括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
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健全机制，扎实推进涉
军案件办理工作规范化；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
升服务效果；强化深度融合，大力支持军事法院
各项建设等四个部分。

《意见》明确了涉军案件的范围，根据《湖南
省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暂行规
定》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对传统的涉军案件范
围做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意见》 对涉军案件的
认定、备案流程，涉军案件的跟踪管理，涉军案
件诉讼绿色通道以及涉军案件沟通协调机制等
作出了明确规定， 明确了对涉军案件办理工作
的考核、奖惩制度。

近三年来，全省法院共审结涉军案件1192
件， 为军队全面停偿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
障， 有效维护了驻湘部队单位和军人军属的合
法权益。

全省法院三年审结涉军案件1192件

湖南高院出台意见加强涉军案件审判工作

7月30日， 武警怀化支队执勤二大队通道中队官兵在野外丛林进行战地救护奔
袭训练。连日来，该中队开展“迎八一·练精兵”主题练兵活动，官兵们顶烈日冒酷暑，
锻炼过硬的军事素质，锤炼优良的军人作风。 刘强 黄能能 摄影报道

酷暑练兵

� � � � 7月30日， 蓝天白云下的
长沙，清澈透亮，一碧万顷。当
天，长沙蔚蓝的天空里飘起了
朵朵形态各异的白云，格外美
丽迷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白云朵朵
映星城

荨荨（紧接1版①）要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发挥联系广泛
优势，发挥智囊“外脑”作用，加强政策理论学
习，加大监督支持力度，把党的政策要求与社会
各界的愿望更好地对接起来；带头遵守宪法法

律、遵从社会公德，多想多办老百姓的事情，争
当人民群众满意“代表”。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积极支持人大工作，及时有效办好人
大代表建议和议案， 扎实推进政府民主科学决
策，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许达哲说，希望各位代表结合永州特色，围
绕环境保护、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打好脱贫攻坚
战、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积极建言，推动永州高
质量发展，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力
量。

荨荨（上接1版②）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问

题，多次调整提高城乡低保和贫困人口脱贫收
入标准。在此次调整前，我省城市低保指导标准
为不低于470元/月，农村低保指导标准为不低

于3480元/年，城、乡低保救助水平分别为人均
不低于320元/月和185元/月；全省贫困人口脱
贫年人均纯收入标准为3400元/年。

根据相关规定， 各市县要按照调整后的城
乡低保和贫困人口脱贫收入新指导标准， 制定

本地区具体实施方案和办法，城乡低保从9月份
开始按调整后的新标准发放，并补齐7、8月份差
额。同时，各市县要按照调整后的贫困人口脱贫
年人均纯收入3700元/年的标准， 对表对标做
好脱贫摘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