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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今天向

本报透露 ，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

见》 （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 已

征求省直部门和各市州意见 ， 不

久将以正式文件形式出台 。 记者

获悉 ， 《实施意见 》 （征求意见

稿 ） 提出了诸多实质性举措 ， 买

不起商品房又享受不到廉租房保

障的 “夹心层 ” 将在租房居住上

有新的选择。

单套建筑面积小于

60

平方米

收入相对可观却买不起商品

房， 同时又高于廉租住房的保障标

准 ， 这部分群体可谓 “夹心层 ”，

只好在高房价和高房租中夹缝求

生。

为扩大住房保障政策覆盖面，

国务院今年

6

月召开相关会议指

出 ： 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主要是解

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住房

阶段性需求 ， 提供租金较低 、 户

型较小的住所 。 今年

9

月 ， 财政

部 、 国家税务总局又出台了支持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的税收

优惠政策 ， 包括免征城镇土地使

用税 、 契税 、 印花税 、 营业税等

税种。

《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提出， 我省公共租赁住房是面向城

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

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

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出租

的政策性住房。 可以是成套住房或

集体宿舍， 成套建设的公共租赁住

房单套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

60

平方

米以下。

租赁合同一般为

3

至

5

年

根据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实行省政府负总

责，市州、县市政府抓落实的责任制，

建设实行“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公

共租赁住房租赁价格，由各市州、县市

政府统筹考虑市面租金水平等因素确

定，并按年度实行动态调整。

公共租赁住房出租人与承租人将

签订书面租赁合同， 合同期限一般为

3

至

5

年。 承租人不得擅自对住房进行

二次装修， 但经报经营单位批准， 可

以基于对房屋的合理使用对住房内部

空间进行局部装修。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同时提

出强化退出管理。 对承租人应腾退而

不腾退的， 出租人可要求用人单位协

同督促腾退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多渠道筹措房源

《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提

出由市州、 县市政府要统筹安排房源

筹集工作。 一是结合城市棚户区和旧

城改造、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单独选

址 ， 集中新建 ； 二是在经济适用住

房、 商品房开发项目中配建； 三是廉

租住房、 直管公房转化； 四是组织有

条件的单位、 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利用自用土地建设， 面向用工单位或

园区就业人员出租； 五是收购或组织

产权单位对闲置的厂房、 仓库、 办公

等非居住用房进行改造； 六是收购、

长期租赁社会上闲置的存量住房等。

记者同时获悉， 按照国家要求，

我省今年计划新建公共租赁住房

1

万

套， 并已将责任分解落实到了市州和

县市。

李志军

美国 《科学 》 杂志主编布鲁

斯·艾伯茨近日访问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大不少中青年教师关心如何

向 《科学》 投稿。 艾伯茨介绍说，

每年 《科学》 会收到

1.4

万份论文，

最后被接受刊发的占投稿总量的

8%

。 其中瑞士的用稿率最高 ， 而

中国论文的拒稿率非常高 （

10

月

12

日 《长江日报》）。

布鲁斯·艾伯茨还是给我们留

了面子， 只是笼统地点出了 “中国

论文的拒稿率非常高” 这一事实。

至于中国论文的拒稿率为什么非常

高， 虽然他没直言， 我们却不能不

深思。

笔者以为， 大量不具备专业学

术素养、 被迫写论文的人参与了投

稿， 是造成论文拒稿率高的一大原

因。

在国内， 评职称就得有论文。

不管你工作再忙、 有没有必要， 这

论文是少不了的。 因为这个职称着实

是个宝。 可以提高待遇， 可以受人尊

敬 ， 时时吃得开 ， 处处得实惠 。 于

是， 一些从事实践性较强而学术研究

性较弱工作的人群， 被迫拿起笔来抄

袭、 复制， 从而出现了大量没有原创

性、 不具备传播价值的论文。

“创作”如此论文，不但浪费了撰

写者的大量时间， 更滋生了诸多学术

界的“毒瘤”。类似发文章收版面费、无

博导挂名的文章拒绝刊载等潜规则愈

演愈烈。 期刊杂志已经有些不再是学

术交流的平台， 而酷似名利场了。

更重要的是 ， 大量质量参差不

齐、 “虚胖” 的论文， 拉低了我国论

文的整体水平。 剽窃抄袭的论文越来

越多、 充斥 “市场”， 潜心钻研者也

会被污染 ， 从而使原创论文越来越

少。

布鲁斯·艾伯茨的善意提醒， 为

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衡量人才标准

还得有新的招式， 还得从体制机制上

加大改革。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中国论文为何拒稿率高

衡量人才标准还得有新的招式， 还得从体制机制上加

大改革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胡燕） 今天上午， 省委组织

部、 省委老干部局、 省文明办在长沙

召开表彰 “全省三好老干部 ” 座谈

会， 对全省

70

名 “学习活动好、 教育

后代好、 家庭关系好” 的离退休干部

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省领导和老同志

熊清泉、 刘夫生、 黄建国、 沈瑞庭、

刘玉娥、 赵培义、 罗海藩、 游碧竹出

席座谈会并为获奖者颁奖。

截至

2009

年底， 我省共有离退休

干部近

72

万人， 其中离休干部

2.3

万

人。 近年来， 广大离退休干部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 紧紧

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在推进

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加强党的

建设、 关心下一代等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省委常委 、 省委组织部部长黄

建国在会上说 ， 无论是在缔造新中

国 、 捍卫新中国的艰苦斗争中 ， 还

是在建设新中国 、 发展新中国的伟

大征程中 ， 广大老同志建立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功劳 。 我们要继承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 ， 始终牢记广大离

退休干部的历史功绩 ， 把老干部工

作放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来

考虑 ， 大力宣传 “三好老干部 ” 的

先进事迹 ， 激励广大离退休干部为

富民强省再立新功 。 广大离退休干

部要以 “三好老干部 ” 为榜样 ， 争

做思想坚定、 精神充实， 传承美德、

后继有人 ， 互敬友爱 、 促进和谐的

老干部模范。

买不起商品房又住不上廉租房怎么办

“夹心层”将可租住公共租赁住房

保障对象涵盖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王珊 王恺

凝 肖雯雯）

10

月

12

日， 省委党校

与湖南日报共同开设 “名人大讲

堂”， 探讨党政领导干部 “如何与

媒体打交道”。

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常务

副校 （院） 长徐晨光， 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席李凌沙， 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党组书记、 社长覃晓光， 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组副书记、 总编辑

董岳林， 省委外宣办、 省政府新闻

办主任孔和平， 省委党校副校长周

正刚， 省委党校副巡视员伍晓华，

以及省委党校

12

名教授、 第

39

期中

青班

51

名学员参加了论坛。

李凌沙、 覃晓光、 孔和平先

后开讲。 覃晓光说， 当前执政形势

已不同于过去 ， 社会环境纷繁复

杂， 媒体发展日新月异， 学习如何

与媒体打交道是一个新的课题。 李

凌沙说， 过去， 党政机关与媒体打

交道主要是正面宣传。 现在， 主动

发布新闻、 处理危机事件已经成为

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

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对于维护一方

稳定 、 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

义。

孔和平作了题为 《善待媒体、

善用媒体 、 善管媒体 》 的主题发

言。 他说， 善待媒体、 善用媒体、

善管媒体， 是党务、 政务信息及时

准确公开的需要， 是维护稳定、 促

进和谐的需要 ， 也是面对世界关

注、 积极推荐中国、 提高文化软实

力的需要。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要善

待媒体， 在与媒体打交道时， 做到

正确对待， 有理有节； 认真受理，

积极回应； 冷静沉着， 友善坦诚。

要善用媒体， 发布党务、 政务信息

时， 始终坚持 “及时准确、 公开透

明、 正确引导、 有序开放、 有效管

理” 的方针。

石门县委书记熊大顺、 长沙市

开福区区长凌勤杰、 常宁市委书记

胡丘陵分别就当前党政干部在与媒

体打交道中的有关困惑和善用媒体

等问题与在座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互

动和研讨。

第

39

期中青班学员纷纷表示，

此次学习、 交流让人受益匪浅， 对

处理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很有帮助。

徐晨光说， 此次活动是配合省委党

校教学方式改革开展的新式教学活

动。 选择这个主题， 是因为当前执

政条件在不断变化， 这要求我们在

机制、 制度上不断完善， 在能力上

不断提高， 必须努力提高接受媒体

监督的能力， 提高媒体规范行为的

能力， 提高角色认同的能力， 提高

把握信息度的能力。 通过提高和媒

体打交道的能力， 保障执政安全。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董兰

芳 肖小军） 今天上午， 省展览馆内

群贤毕至、 墨香迷人。 励明安书法作

品汇报展暨书法作品集 《乐在其中》

首发式在这里举行 。 熊清泉 、 王克

英、 文选德、 罗海藩、 李贻衡、 唐之

享、 张树海等及省内一批德高望重的

老书画家出席开幕式，

1000

多名书法

爱好者参观展览。

励明安现任省委督办专员、 省警

察协会主席 ， 在公安战线工作数十

年， 曾力破全国、 全省很多大案、 要

案， 为保三湘平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闲暇之余， 他将爱好投入到书法艺术

学习 、 研究之中 ， 取得了不菲的成

就 。 励明安此次展出作品

300

余幅 ，

以草书为主 ， 兼有章草 、 篆书 、 行

书、 甲骨文等。 中堂、 条幅、 扇面、

对联等形式多样， 尤以史上有名的长

篇巨作为主打作品， 最长作品达

70

余

米， 布局气势恢宏磅礴， 用笔收放自

如， 法度谨严。 《乐在其中》 一书，

选集了作者

10

余年来的精品力作百余

幅。 此次展览为期

5

天。

上图为论坛上轻松活泼的互动

场面。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省委党校与湖南日报共同举办论坛

探讨如何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张

斌） 今天，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

部长李微微在株洲就非公企业 “转

方式、 促发展” 情况进行调研。 李

微微强调， 要进一步鼓励、 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

非公企业 “转方式、 调结构” 的积

极性， 为促发展、 建 “两型” 作出

新贡献。

上午 ， 李微微考察了联诚集

团、 旗滨集团、 九洲四维实业

3

家

拟上市非公企业 。 联诚集团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部件

制造商和供应商之一 ， 李微微肯

定了企业重视研发 、 人才 、 自主

知识产权和市场开拓的努力 。 旗

滨集团形成了从玻璃原片生产到

玻璃深加工的产业链 ， 跻身国内

十大玻璃企业集团 ， 李微微鼓励

其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 。 九洲四

维实业重视技术研发 ， 产品畅销

全国

27

个省市及港澳地区 ， 李微

微指出 ， 要善于借助技术研究平

台， 进一步加快发展。

下午， 李微微听取了该市经济社

会发展和统战工作情况汇报， 并与部

分非公企业负责人座谈。 李微微说，

株洲市着力转方式、 调结构， 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统战工作服

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

效 。 非公企业的发展需要各方的合

力， 党委政府要主动做好服务工作，

加快落实中央和省里各项政策措施，

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尤其是法制环

境，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困难和问题，

积极推进非公企业上市。 非公企业自

身要苦练 “内功”， 主动对接资本市

场， 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影响， 依靠

创新驱动企业发展， 做 “两型社会”

建设的支持者、 践行者和贡献者。 李

微微还要求， 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下

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

联工作的意见》， 提升工商联服务科

学发展和自身科学发展能力， 更好地

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

李微微在株洲调研非公企业时强调

做“两型社会”建设践行者

全省离退休干部近72万

一批“三好老干部”获表彰

励明安书法作品汇报展举行

作品集《乐在其中》同日首发

图为 “三好老干部” 领奖现场。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图为书法爱好者在参观赏鉴励明安的草书长卷。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