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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刘勇
通讯员 尹志伟 陈梦颖

对基层建设而言， 有钱好办
事，无钱办事难。

衡阳县关市镇财力有限，但最近
两个月， 各种公共建设搞得热火朝
天。镇党委书记胡华忠说：“这主要得
益于上级财政对基层建设的大力支
持，让我们觉得有干劲、有奔头。”

今年7月，我省印发《中共湖南
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
干意见》， 对全面加强基层建设作
出部署。省财政厅积极贯彻省委部
署，把真金白银向基层倾斜，为基
层建设提供财力保障。

财政发力， 助力乡村
“补短板”

小洪今年大学一毕业就到了衡
阳县关市镇政府上班。 让他没想到
的是，镇机关有小食堂，办公楼旁就
是公租房，工作生活非常方便。

在财政资金支持下， 关市镇对
办公楼进行了修缮， 建起了机关小
食堂、小厕所、小澡堂、小图书室、小
文体活动室，还新建了60套公租房。

省财政厅行政处副处长王长斌

介绍，改善基层工作生活条件，省财
政今年下达专项补助资金1090万
元， 用于革命老区县基层乡镇的小
食堂、小厕所等“五小”建设。

以前，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
任的养老保险未能落实，成为关市镇
基层建设的“短板”。按照省委、省政
府统一部署，今年全镇符合条件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现已落实每
人每年2000元的基本养老保险财政
补贴，补齐了这块“短板”。

省财政厅社保处副处长徐蓉
告诉记者，根据文件规定，2019年7
月1日在任且年龄未满60岁的村主
职干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
贴每人每年2000元，采取先缴后补
的方式进行，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
提高补贴标准，但最高不超过每人
每年3000元 ； 其中省财政补贴
1000元，其余由市县财政负责。

转移支付，向“老少边穷”
倾斜

日前在长沙举办的第21届中国
中部（湖南）农博会上，安化县举行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相关负责人
在会上介绍，近年来，中央和省里对

革命老区安化县的转移支付力度加
大，县里有财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
安化黑茶走出大山销天下。

省财政厅预算处调研员熊彩英
介绍， 落实省委加强基层建设的要
求，省财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 贫困地区和财政困难地区的财
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老少边穷”
地区发展。今年9月，省财政下达困
难县市区财力性补助40亿元， 要求
各地统筹解决突出矛盾问题。

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机制也更
加完善。熊彩英介绍，省财政完善专
项资金分配办法， 扩大因素法分配
比重，扩大市县自主安排权限；建立
健全“6+2”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体系，
体现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政策倾斜。

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今年
省里下达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转移
支付共计33.04亿元， 较上年增长
12.9%； 今年省里继续加大扶贫投
入， 仅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就达到
100.8亿元，较上年增加15.8亿元。

完善机制，为基层定向
培育人才

乡镇农技员是农业科技落地

的“二传手”。多年来，由于工作辛
苦，待遇不高，全省现有乡镇农技
员“白发居多”。

今年秋季入学， 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应届高中毕业
生杨彬在《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
向培养承诺书》上郑重签字，获得
财政支持， 免费读大学。 小杨承
诺： 一定好好学习， 将来服务家
乡，献身农业。

落实省委强基层的部署，省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加大支持农村定
向大学生公费培养力度，今年定向
培养师范生1万名、医学生1500名、
农技特岗人员500名。 落实乡村教
师工资待遇和有关津贴、 补贴政
策；对实施紧密型乡村卫生服务一
体化管理并与乡镇卫生院签订正
式用工合同的乡村医生，按规定参
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缴
费由地方财政和乡村医生个人按
一定比例承担。

基层强起来， 关键靠人才。王
长斌称，财政拿出真金白银，为基
层定向培育人才，意义重大。从眼
前来看， 缓解了急需人才的缺口；
从长远来看，将为基层发展提供强
劲的人才动力。

彭艺

“超级感谢机长呀！实在是太开心
了。” 日前，某“网红”晒出自己坐在飞
机驾驶位的“打卡照”被网友举报后，迅
速引发舆论热议。11月4日，涉事的桂林
航空公司就“女乘客进入驾驶舱”事件
做出回应，决定对当事机长予以终身停
飞的处罚，责令涉事的其他机组成员无
限期停飞并进一步调查。

国庆档热播电影《中国机长》，向大众
展示了一个责任心强、技术精湛、经验丰
富的机长， 和一个严格执行航空安全条
例的团队， 对于乘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
地有多么重要。 而此次事件中的机长在
飞行途中居然允许乘客随意进入驾驶
舱， 并且整架飞机那么多机组成员都没
有阻拦。两相对比，真是让人细思极恐。

民航安全无小事。 飞机正在飞行
时，允许乘客进入驾驶舱，不仅严重违
反了航空运行规章和空防安全规定，也
严重威胁了全体乘客的生命安全。在这
个事件中，丝毫看不到涉事机长和所有

空乘人员应有的专业性及责任心 。因
此，当事机长遭终身停飞处罚、机组其
他人员被处以无限期停飞并进一步调
查，都是咎由自取。唯有严厉处罚违规
者，才能防止类似现象重演。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此事发生
在今年1月，若不是网友举报及舆论发酵，
航空公司对这一事件还蒙在鼓里，可见航
空公司对飞行团队监管存在着漏洞。如何
建设更完善更有效的内部管理体系、更透
明更全面的外部监管机制，显然是航空公
司和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女乘客进入驾驶舱拍照”
并非影响民航飞行安全的个案。近年来，
从乘客强行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吸烟，到
乘客往飞机引擎投硬币许愿， 再到乘客
嫌机舱太闷任性打开飞机安全门， 种种
奇葩事件表明一些人对于严格遵守安全
飞行基本规定毫无概念。

航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所以，每
个人都应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切实履
行好安全主体责任， 让每一次飞行都能
顺利平安。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谢甜甜 张璐） 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 为落实村干部基本养
老保障，我省已于日前出台《关于全面开
展村党组织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工作的通知》，对村主
职干部实施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制度。财
政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有条件
的地方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但最高不
超过每人每年3000元。

补贴制度从2019年7月1日开始执
行。

《通知》指出，村主职干部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范围为2019年7月1日

在任且年龄未满
60周岁的村主职
干部，7月1日前离
任村主职干部不
纳入补贴范围。7
月1日后， 新任的
村主职干部，从任
职的次月起纳入
参保补贴范围。各
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选派到村担任
党组织书记的工

作人员，不纳入补贴范围。
财政补贴一般采取先缴后补的方

式进行，其中省财政补贴1000元，其余
由市县财政负责。

村主职干部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档次不得低于当年财政补贴标准； 高于
补贴标准的， 高出部分由其个人缴纳。离
任后未达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条件的， 需要继续按规定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由其个人自行负担， 各级
财政不再补贴。

《通知》明确，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的村主职干部，年满60周岁，累计缴
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的，可以从符合领取条件的
次月起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参保人死亡后，其个人账户余额可
依法继承。

符合有关条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的村主职干部，按照有关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

2019年7月1日前年满60周岁， 按照
有关规定已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的村主职干部， 可从2019年7月1日起至
离任之日止， 参照本地补贴标准发放相
应补助，离任后不再发放。

湖南日报上海11月5日电 （记
者 黄利飞 通讯员 王海梅 陈玉
玲）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
天在上海开幕，我省举行了湖南市
场采购贸易方式推介暨湖南—澳
大利亚进出口采购对接会，10余家
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和采购
意向协议。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心球介绍，
澳大利亚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

口国，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
一的国家；湖南与澳大利亚经贸领
域合作潜力大、来势好。

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湖南
与澳大利亚的进出口总额已超过
16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其中进
口额达到13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
的80%； 主要进口商品有铁矿、锌
矿、牛羊肉及奶粉等；有30多家湖
南企业到澳大利亚投资，投资总额

达13亿美元。
进博会的举行，给湖南与澳大

利亚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新机遇。 湖南高桥大市场通过对接
合作， 将在今年11月底开放澳大利
亚进口商品展销馆， 湖南市民可在
展销馆内购买到高性价比的正宗澳
大利亚红酒、高品质牛肉、野生海捕
虾等。 高桥大市场也将在澳大利亚
建设湖南出口商品展销馆， 重点展

销湖南生产的园林用品、箱包等。
对接会上还举行了战略合作签

约， 主要包括澳联易选集团分别入
驻高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入
驻湖南跨境电商体验中心、 入驻湘
潭综保区的战略合作； 采购意向签
约涉及的企业包括澳大利亚澳联易
选集团、 湖南欧亚快线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湖南高桥大市场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澳湘商贸有限公司等。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一捧瓷土，塑形成胚、几经勾
勒、精心绘色、再经烈焰试炼，便化
身为晶莹通透、色彩斑斓的釉下五
彩瓷，是谁在瓷体中施下了神奇的
“魔法”？

在11月5日盛大开幕的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首次设置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
号”文化展示项目，以期面向全球
弘扬民族文化。湖南展馆展出的是
近60件来自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
瓷。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黄小玲，就
是为釉下五彩瓷施下“魔法”的那
个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展馆，

黄小玲重点介绍了她的得意之作：
《虞美人》。这是一个体态修长的花
瓶，瓶身绘就数朵虞美人，粉的花、
绿的叶，摇曳生姿、栩栩如生，整个
瓷面浓妆淡施、精细有致，使人感
到美不可言。

据了解，一件釉下五彩瓷需要
经过选材、制泥、拉坯、素烧、彩绘、
上釉、高温煅烧、校型洁面、焙烧等
10多个环节和70多道工序的反复
打磨，方能成器。

黄小玲在现场展示了“彩绘”
工序中的一种特殊技法———“勾线分
水”。用蘸有油性墨汁的毛笔，在陶瓷
素坯上勾勒出图案纹样； 墨汁干透

后， 一条条墨线就变成了灵动的线
条；再将调配好的釉下水料，通过挤、
收、点等手法，迅速浸染到素坯上的
墨线内；坯体彩饰最终呈现出深浅不
一、富有层次感的颜色。

黄小玲说，中国传统瓷器的彩
绘工艺，主要是采用釉上彩，就是在
施釉烧成瓷后的瓷体上作画再烧制
而成； 而醴陵的釉下五彩瓷是在泥
坯上彩绘，绘画难度大，绘画完成再
上釉，然后经过1380摄氏度以上的
高温烧制而成。

记者在展馆中看到，近60件釉
下五彩瓷展品中，既有高端可供欣
赏、收藏的艺术瓷，也有茶具、餐具

等生活用瓷，件件白如玉、明如镜、
声如罄、薄如纸。

醴陵制作陶瓷的历史始于秦
汉，发于唐宋，盛于清朝。清末烧制
出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 新中国
成立后多用于国家领导人生活用瓷,
还时常被作为国礼赠送给他国，素
有“国瓷”之美誉。釉下五彩瓷此次
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湖南唯
一代表参展进博会。 黄小玲倍感振
奋地说：“希望能够向全球来宾展示
釉下五彩瓷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也
能够有机会与国外顶尖设计交流学
习，让湘瓷在全球化中更加绽放绚
丽光芒。”（湖南日报上海11月5日电）

航线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邓晶
琎）今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
在岳阳调研重点税源企业。

在巴陵石化的企业展厅、 橡胶部
SIS主控室和长岭炼化炼油二部生产
区， 谢建辉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
产品创新、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
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

谢建辉感谢巴陵石化和长岭炼化
长期以来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她指出，石化产业和产品与人类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湖南稳定经济增
长、优化临水工业布局、加快转型升级
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 把做大做优做强石化产业，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重中之重的工作全
力推进。

谢建辉要求，巴陵石化和长岭炼化
要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积极争取集团公
司支持，做稳定增长的示范企业。要坚
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狠抓突出环境
问题整改， 做绿色发展的示范企业。要
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理念创新，做
创新发展的示范企业。要牢牢守住安全
生产红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安
全发展的示范企业。要形成“市统筹、省
支持、企业参与”的工作机制，为石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谢建辉在岳阳调研重点税源企业时强调

义不容辞做大做优做强石化产业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记者 胡信
松）今天，全省加快推进铁路安全环境
集中整治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开展为期
2个月的全省高铁环境安全隐患集中
整治，实现我省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根本
好转。副省长陈飞出席会议并讲话。

目前，我省国家铁路运营里程达5691
公里，省内高铁里程达1730公里。但不容
忽视的是，我省铁路沿线环境安全隐患还
比较严重，铁路沿线彩钢瓦、轻质漂浮物
等危及行车安全问题隐患突出；铁路沿线
私搭乱建、乱堆乱放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根据部署，我省将从现在开始开展
为期2个月的全省高铁环境安全隐患

集中整治。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做到底
数清、问题准；边查边整，平行推进，明
确时限要求，挂图作战，挂牌督办，逐项
整改，全面完成高铁用地红线、安保区
内环境安全隐患清理整治工作。

陈飞指出，开展铁路环境安全隐患
集中整治工作战线长、 涉及领域广、推
进难度大，要把握工作重点，创新方法
手段，切实解决隐患问题；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
守安全红线底线，铁路运输企业、地方
各级政府及部门单位， 要加强协调配
合，下大力气推进各项工作，实现我省
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根本好转。

加快推进铁路安全环境集中整治
我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部署，陈飞出席并讲话

我省对村主职干部
实施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财政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2000元，最高不超过
每人每年3000元

省财政厅：

真金白银向基层倾斜

湖南与澳大利亚经贸联动“再加码”
高桥大市场将开放澳大利亚进口商品展销馆

湖南釉下五彩瓷绽放“国瓷”魅力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陈昂
昂）今天，省政协机关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
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坚定制
度自信深入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
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对贯彻

落实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会议认为， 全会通过的《决

定》， 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深刻阐述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纲领性文献。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要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学
习宣传贯彻。要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
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点任务来抓，
着力深化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教育引导机关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要创新方式方
法，充分运用政协云平台、远程会议
等方式，营造火热的学习氛围。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四中全
会精神同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

议精神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全会提出
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结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职能
责任，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
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为服务湖南改
革发展大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政协机关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湘”约进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