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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兰志荣 刘源）省审计厅今日发布2018年度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总体良
好。

审计发现，2018年省财政重点支出稳步增
加，重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安排
省级扶贫专项资金 38.1亿元， 较上年增长
13.1%；安排专项资金49亿元，支持新一轮洞庭
湖生态环境整治和湘江保护治理； 安排专项资
金263.3亿元，支持义务教育发展和“双一流”高
校建设等。

财税改革继续深化，整改成效不断提升。但
在省级财政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集中
在预算编制不规范，预算追加不科学，预算执行
不到位， 财政管理不严格， 专项资金管理不到

位，决算草案编制不准确等方面。
对省委党校等17个部门单位的审计结果

表明， 一些部门和所属单位预算管理存在编制
不准确、收入征管不到位、支出不合规、资金使
用绩效不佳、银行账户及存量资金清理不到位、
政府采购不规范、资产管理不合规、财务管理不
严格等问题。

专项审计方面，对岳阳等8个市本级、汨罗
等8个县市区截至2018年6月底政府债务和隐
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存在违规举债、少
计或多计政府性债务等问题。对隆回等8个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开展了审计， 发现部分县市
落实扶贫政策不精准、 部分县市扶贫资金使用
不合规等问题。对沅陵等15个县区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开展了审计， 发现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不到位、环境整治不达标、资金管理不

合规等问题。 对部分市县落实稳增长等重大政
策措施情况实施了跟踪审计， 发现落实“放管
服”改革和减税降费还有差距、清理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不够到位等。对株洲等5个市保障性安居
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实施了审计， 发现部
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未完成、 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对5家省属国有
企业运营情况实施了审计， 发现部分企业内控
薄弱、风险管控不力等问题。

2018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发现并移送违规招投标、骗取财政资金
等方面的案件线索38起， 其中移送纪检监察
机关26起、移送公安机关7起、移送主管部门5
起。

（《2018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
请见6版-7版）

饶思锐

前不久，笔者下乡调研发现，有的单
位主题教育调查研究有些“变味”：本应
是领导干部下基层一线摸情况， 变成了
书面征求意见形式的“发文调研”；有的
还“诚意十足”，对与本单位、本行业工作
关联度不高的基层单位也“广撒网”式征
求意见、建议。

由此导致， 下级部门虽然在本单位
内部征集意见建议，回应上级部门的“调
研需求”，但是，回复的意见 、建议却多
被束之高阁 。随着调研单位的增加 ，加
之意见建议大多不被采纳 ， 内部征集
相关意见 、建议的过程 “走样 ”成了形
式 ， 最后大多由办公室拟定几条宽泛
的意见建议 ，交给上级部门应付了事 。
如此一来 ，原本是要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的调研 ，成了上下级之间的 “纸上往
来 ”。这不仅不符合主题教育调查研究
的要求 ，也不能把基层情况摸清楚 ，把
问题症结分析透彻 ，却增加基层困扰 ，
反而成了 “问题”。

日前我省 《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
的若干意见》 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关注
和推崇，重要原因就是广泛调研、听取意
见。仅学习调研阶段就长达一个月，深入
到14个市州部分县市区的乡镇 （街道）、
村（社区）；初稿形成后，省委主要领导分

别在邵阳、衡阳等地召开县市委书记、县
长、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部书记主
任和农村一线科技、教育、医疗人员座谈
会听取意见。

领导干部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才能更
好地推动工作落实、解决问题 。现在通信
手段发达 ，获取信息渠道也多 ，但并不
能等同于亲力亲为的下基层调研 。只
有沉下去 、 接地气 ， 才能真正了解民
情 、掌握实情 。坐在办公室里 “闭门造
车 ”，或东拼西凑 “做文章 ”，调研结果
就会缺少实际支撑 。

调研中出现的形式主义苗头， 归根
结底是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出现偏差，
对调研的目的认识不到位 。有的认为下
基层费时费力 ，以工作忙来推脱 ；有的
不愿 “揭盖子 ”，怕下基层会惹麻烦 ；有
的自认为了解面上情况 ， 下级也没什
么水平 ，不屑于下基层 ；有的认为调研
只是一个形式 ，只要把意见 、建议征集
到了 ， 下不下基层无所谓……这些理
由 、托辞 ，大都是从 “利己 ”角度进行自
我 “辩护 ”，而非基于工作需要进行的
考量 。

多 “身入 ”一线 ，少纸上往来 ，才能
对问题 “感同身受 ”，对意见 “设身处
地 ”， 从而提出切中问题要害的对策 ，
更好地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
具体行动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张斌）为隆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力唱响礼
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中央宣传
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
工作部联合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
评选表彰200名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地区、各
行业、各领域涌现出来的，来自生产一线、群众

身边的先进模范。目前群众投票工作已经开始。
参与者可登录投票专题页面 （网址：zmfdz.
news.cn）或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见文后），查看
候选人事迹，选择支持的候选人进行投票。投票
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5日。

湖南省共有20名候选人，分别是：王新法、
文花枝、方红霄、田汉、刘友梅、许月华、余元君、
沈从文、张超、陈能宽、欧阳海、罗健夫、周光召、
郑培民、袁隆平、黄伯云、梁稳根、彭楚政、雷锋、

熊倪。
除了我省的推荐人选外， 中央和国家机关、

国防和军队系统、其他省市还推荐了10位湖南籍
的候选人，分别是：方智远、毛岸英、罗盛教、谭清
泉、周令钊、周树强、钟兴武、马克俭、汪勇、王延
萍。

投票期间，每
名参与者对同一
候选人限投一票，
全程可分多次投
票 ， 最多可推荐
200名候选人。PC
端与移动端可分别
投票。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潘文秀）省河长办近日印发《湖
南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社会监督举报管
理制度（试行）》，明确11项举报内容和3
种举报方式，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河长制
湖长制工作， 及时发现和制止涉河湖违
法行为。

举报内容主要包括：
围垦湖泊；未经批准围垦河道，侵占

水域、滩地；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
作物。

未经许可或不符合许可要求在河湖
管理范围内和湿地内采砂，在禁采区、禁
采期采砂。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和湿地内倾
倒、填埋、贮存、堆放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工业垃圾等；弃置、堆放阻碍行洪
的物体。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在河湖
管理范围内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
的工程设施；修建阻碍行洪的建筑物、构
筑物。

违法排污、 超标排污、 电鱼毒鱼炸
鱼、破坏航道等。

河湖水体黑臭， 河湖水面有大面积
漂浮物；水库、水电站等拦河建筑物存在

垃圾围坝现象；船舶向水体排放垃圾、残
油、废油、碱液等。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
口；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从事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质的活动。

禁养区畜禽养殖场关停后又重新
养殖，在禁养区新建畜禽养殖场所，畜
禽养殖场粪便等废弃物未经处理直接
向外排放，擅自在河道、湖泊围网养殖
等。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 侵占河湖水域
从事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影响河湖面
貌、损害河湖水生态环境的问题。

河（湖）长公示牌设置不规范、破损、
更新不及时，公示电话无人接听等。

举报方式包括：
电 话 举 报 。 省 级 电 话 统 一 为

“96322”（主要受理省级河湖问题举
报），市、县在河长公示牌公示相应电话。

网络举报。 省河长办电子信箱：
slthzb@126.com（主要受理省级河湖问
题举报），新湖南河长制频道“随手拍”栏
目，红网问政湖南“@河长”栏目等。

信访举报。 各级河长制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受理来信来访举报。

2018年度省级预算
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出炉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总体良好
●发现并移送违规招投标、骗取财政资金等方面的案件线索38起

多“身入”一线，少纸上往来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刘玮 ）今年以来，我省以落
实稳就业二十条措施为重点， 加大就
业创业工作力度， 确保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3.82
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6%。这
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9年上半年全
省就业形势分析座谈会上了解到的信
息。

上半年， 全省各类用人单位共提供
空缺岗位133.81万个，求职人数97.71万
人，求人倍率1.37，较去年同期1.36小幅
提高0.01。

除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进展平稳，
我省就业形势还呈现“两降两增” 的局
面。

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降低。二季度，

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5.4%，较一季度下
降0.1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
个百分点。

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下降。6月
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3.01%，较3
月末下降0.06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0.6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低位运
行态势。

此外，农民工外出规模持续增长。上
半年，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连续呈
现上升态势 ，6月末全省共转移就业
1617.01万人，同比增加54.48万人，增长
3.49%。

创业带动就业规模也在大幅增长。
上半年， 全省新设市场主体36.49万户，
同比增长10.64%， 吸纳从业人员187.29
万人，同比增长48.45%。

“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
群众投票火热进行中

发现涉河湖违法行为，请举报
明确11项举报内容和3种举报方式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记者 施泉江）7月27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中共湖南省委宣

传部、湖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湖南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在湖南烈士公园举办“爱我人民爱我
军”快闪活动，老战士、部队官兵、青年学生共

200余人参加，他们和群众一道，点赞初心，传
承薪火，致敬革命先烈，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强军赞歌》，表达军民鱼水情深。

点赞初心 传承薪火

我省举行“爱我人民爱我军”快闪活动

7月27日，“爱我人民爱我军”快闪活动现场。 韦思侠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范恒山、王珺、杨道匡、张建伟、周群飞等5

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在高峰论坛上发表主题
演讲。

论坛期间， 还举行了重点项目推介会和重

点产业对接会， 我省发布了209个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涵盖制造业、文旅产业、农副产品加工、
医药产业、物流产业、金融业等领域；共签约省
级项目60个，投资总额325亿元，引资276亿元。

论坛开幕前，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会见

了梁振英一行；在湘期间，梁振英一行还前往衡
阳市进行了实地考察。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黄兰发，
省领导张剑飞、何报翔、胡旭晟、贺安杰、袁新华
出席相关活动或陪同考察。

荨荨（紧接1版②）要自觉践行人大工作初心使命，
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使每一项立法、每
一个决定决议、 每一次执法检查和调研都体现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增进人民福祉。要服
从服务大局，主动担当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为推进
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要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
边学边查边改， 牢牢抓住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根本任务， 落实
落细四项重点措施，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切

实把开展主题教育转化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
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杜家毫强调，要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创新服
务方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科学研判当前形势，继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推进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要严格预
算收支管理、深化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健
全审计整改联动机制、落实整改责任，不断提高

财政管理和审计监督水平。
杜家毫还就贯彻实施《耕地占用税法》、规

范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参会履责等提出具体
要求。

闭幕会后，陈飞为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了《长
江与洞庭湖》专题讲座。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省监察委员
会，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市州
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荨荨（上接1版③）
在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某团， 许达哲与官兵

们座谈交流，感谢大家为服务地方发展、保持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希望大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担

当强军使命，聚焦备战打仗，深化实战训练，高
标准遂行重大军事任务， 构筑好保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钢铁长城， 为实现强军梦
再立新功。希望大家坚持优良传统和良好作风，
保持人民子弟兵本色， 继续支持和参与地方发

展，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贡献。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部队建设，巩
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 为大家在湘驻守
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共同开创新时代
军地融合共建、军民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荨荨（上接1版④）
许达哲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工作， 强化权益维护和困难帮扶，
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切实解决突出矛盾和问
题，积极推进社保接续和就业创业支持，切实

做好涉军信访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退
役军人心坎上， 引导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退
志、退伍不褪色，继续出色工作。要以改革创新
精神建立和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厘清职责
定位，深入研究、精准制定政策，切实把退役军

人服务和保障做深做细做实。要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能力素质，提高
政策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高质量、高水平做好退役军人
工作。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余蓉 ）
8月1日凌晨，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征集志愿国家
任务计划。 考生填报时间为8月1日8时
至18时，录取预计在8月3日结束（艺术
类录取预计在8月6日结束）。

从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计划来看，
外省院校缺额不多，省内院校缺额较多。
文史类缺额最多的是湖南应用技术学
院，有680个计划，另外湖南涉外经济学
院有667个，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有650
个，湖南信息学院有589个。理工类缺额

最多的是长沙医学院， 多达1200个计
划，另外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有986个，湖
南交通工程学院有977个， 湖南信息学
院有918个。

艺术类非平行组征集志愿计划数量
不多，最多的是南阳理工学院艺术（文），
有7个计划。 平行组院校缺额相对多一
些，尤其是省内院校缺额较多。其中湖南
涉外经济学院、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湖南
信息学院缺额数量都比较大。 考生可以
登录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https:
//www.hneeb.cn查询。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计划公布
考生须在8月1日8时至18时填报

高考招生关注

上半年我省城镇
新增就业43万多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