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3日讯 为加快
棚户区改造步伐，改善群众居
住条件，长沙市人民政府近日
印发《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
见》（长政发〔2014〕38号）。

根据该《意见》，除长政发
〔2014〕38号文件规定的被征
收对象外，在棚户区改造和其
他市级以上重点工程征收中
选择货币补偿并在规定期限
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另有其
他住房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低于15平方米且未申请住房
保障的被征收对象，可按照规
定程序申请棚户区改造安置
补贴。

该意见从公布之日（8月3
日）起生效，正在实施和之后
启动的棚户区改造及其他市
级以上重点工程征收项目，凡
未申请住房保障且符合条件
的被征收对象，均可依程序和
本通知规定申请棚户区改造
安置补贴。

■记者 张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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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省福利彩票销售 77.7 亿元，共筹集福
利彩票公益金 21.2 亿元。 除上缴中央和市州、县市区
留成外，可安排分配湖南省民政厅本级资金 4.1573 亿
元。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
和福彩公益金使用基本原则， 省民政厅本级资金优先
支持全省各地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以及老年人、残疾人、
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直接受益的项目； 适当支持符合
规定的其他社会公益服务、慈善救济服务项目。 2015
年湖南省民政厅本级福彩公益金资助了包括老年人福
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社会公益类在内的
四类项目。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54号）、
《湖南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
（湘财综[2014]33 号）相关规定，现对 2015 年湖南省
民政厅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如下：

一、老年人福利类 25100 万元。 其中：敬老院改扩
建项目 493 个，资金 8650 万元；福利院（中心）建设项
目 76 个，资金 10250 万元；城乡养老示范点及示范性
基层老年协会建设项目 786 个，资金 2400 万元；光荣
院及优抚医院建设项目 50 个，资金 2000 万元；民办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及养老护理员培训 1800 万元。

二、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2900万元。 其中：省荣军医
院伤残军人慢性创面修复诊疗及设备购置 600 万元；
全省贫困肢残人员免费装配假肢及辅助器具救助项
目 300 万元；省残疾人康复辅具技术指导中心建设项
目 2000 万元。

三、儿童福利类项目 1200万元。 其中：流浪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建设项目 20所，资金 1000万元；孤残儿
童“明天计划”住院治疗及营养康复服务项目 200万元。

四、社会公益类项目 12373 万元。 其中：殡葬设施
建设项目 18 个，资金 3000 万元；社区建设项目 420
个，资金 6073 万元；勤廉善老建设项目 69 个，资金
400 万元；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项目 167 个，资金
500 万元； 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建设项目 8 个， 资金
1000 万元；慈善超市建设项目 80 个，资金 300 万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37 个，资金 500 万元；社
工人才队伍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42 个，资金 400 万元；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 20 个，资金 200 万元。

湖南省民政厅
2016 年 7 月 29 日

湖南省民政厅 2015年度省本级福彩
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根据《湖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审批管理办
法》 的有关要求，2016 年预计筹措福利彩票省本级分
配额为 4.4 亿元。 湖南民政厅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和福彩公益金使用基本原
则，优先支持全省各地社会福利设施建设以及老年人、
残疾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直接受益的项目；适当支
持符合规定的其他社会公益服务、慈善救济服务项目。
确定资助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
社会公益类在内等四类项目。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554 号）和《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福彩公益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湘财
综[2016]2 号）相关规定，现对 2016 年湖南省民政厅
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如下：

一、老年人福利类 28400万元。 其中：敬老院改扩
建项目 347 个，资金 7900 万元；社会福利机构建设项
目 54 个， 资金 6480 万元； 农村幸福院建设项目 333
个，资金 1000 万元；城乡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112 个，资金 6800 万元；城乡养老示范点及示范性基
层老年协会建设项目 799 个，资金 2300 万元；光荣院
及优抚医院建设项目 46 个，资金 1800 万元；全省养
老护理员培训 600 万元； 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 998

万元；老年人能力评估 522万元。
二、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3800万元。其中：省荣军医

院伤残军人慢性创面修复诊疗及设备购置 600 万元；
全省贫困肢残人员免费装配假肢及辅助器具救助项目
500 万元；省荣军医院医技楼建设 700 万元；省残疾人
康复辅具技术指导中心建设项目 2000 万元。

三、儿童福利类项目 1000 万元。 其中：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项目 8 所， 资金 800 万元；孤
残儿童“明天计划”住院治疗及营养康复服务项目 200
万元。

四、社会公益类项目 10800万元。 其中：殡葬设施
建设项目 24 个， 资金 5000 万元； 社区建设项目 380
个， 资金 2800 万元； 勤廉善老建设项目 52个， 资金
400 万元；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项目 126 个， 资金
600万元；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建设项目 8个，资金 1000
万元；慈善超市建设项目 87个，资金 400 万元；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16 个，资金 200 万元；社工人才
队伍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33个，资金 400万元。

湖南省民政厅
2016 年 7 月 29 日

湖南省民政厅 2016年度省本级福彩
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本报8月3日讯 为促进公
共资源交易阳光操作，强化对行
政权力的监督制约，长沙市将整
合各类交易市场， 建立全市统一
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8月3日，记
者从长沙市政府办公厅获悉，《整
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工作实施方案》已印发。

按照该《方案》，长沙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是市人民政府依法设
立的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市内和各区（不含望城区）不再
设立和保留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工程建设项目（含房屋建筑
及市政、交通、水利等工程）招标
投标、 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
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医
用设备采购等交易项目在2016
年底前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交易，同时有序引导其他公共资
源进入统一平台进行交易。

■记者 张文杰

本报8月3日讯 国家旅游
局今天召开发布会，对近期5A
级景区评定复核情况进行通
报。 通报公布撤销湖南省长沙
市橘子洲旅游区、 重庆市南山
区神龙峡景区两家5A级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当天，国家旅游局
还新批准了6家5A级景区，分别
是邵阳市崀山景区、安徽芜湖方
特旅游区、 徐州云龙湖景区、连
云港花果山景区、昆明世博园景
区、腾冲火山热海旅游区。

据通报，旅游安全、环境卫
生、 服务质量等方面严重不达
标， 成为此次橘子洲旅游区被
撤5A的主要原因。

据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旅
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对部分5A级景区组织
开展了质量等级复核。 复核工
作的重点是， 近一段时期以来
游客投诉比较集中的5A级景
区。此次复核工作对20家5A级
景区进行了30多次的暗访检查
和情况核实。 专家组专家每到
一地， 都以游客身份深入到景
区各个服务区域， 对景区的服
务设施、服务质量、环境质量、
市场秩序等进行全面检查。经
过复核， 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
发质量评定委员会认为， 湖南
橘子洲旅游区和重庆神龙峡景
区存在严重问题， 已经丧失了
5A级景区具备的条件，决定撤
消其5A级景区资质。

■记者 陈月红 梁兴

本报8月3日讯 今天下午，
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猎
狐2015” 专项行动总结表彰暨
2016年“猎狐行动” 推进会。长
沙、湘潭、益阳、张家界市公安局
分别介绍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
动的成功经验，会议对全省公安机
关“猎狐2015”专项行动成绩突出
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2015年4月至12月，湖南省
41名境外逃犯共抓捕、 劝返27
人，缉捕率65.8%，居全国第二，
公安部2次发来贺电。省公安厅
党委副书记、 副厅长袁友方用

“成绩斐然、 成效明显” 充分肯
定了全省“猎狐2015” 专项行
动， 指出2015年湖南公安机关
先后从美国、 澳大利亚、 俄罗
斯、新加坡、菲律宾等14个国家
和地区抓捕、 劝返境外逃犯27
人，提前2个月完成年度既定目
标，缉捕率超过65%，居全国第
二。 经侦总队总队长张慧宣读
了公安部、 省公安厅对“猎狐
2015”专项行动的表彰通报。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田斐 童星语 樊佩君

实习生 汪梦媛

长沙橘子洲5A景区被摘牌
旅游安全、环境卫生、服务质量等方面严重不达标

据了解， 橘子洲景区获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后，于2012年1月9日正式授牌。

记者3日联系上橘子洲景区相关负责人，他说，他也是刚刚从
央媒官网上获悉情况的，“刚开始只知道被摘牌， 不知道为什么被
摘，问题具体出在哪，后来知道是5A级景区质量等级复核中。”

他表示，诚恳接受国家旅游局对橘子洲景区的处理意见，这也
是对景区工作的一种鞭策，“我们将按照5A景区的评分细则全方位
进行积极整改。”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橘子洲景区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四个。

安全隐患严重。 景区濒水
游客集中区和临江游步道旅游
安全巡查服务缺失； 检查中发
现， 时有游客翻越临江警戒线
观景或拍照， 却无安全管理人
员制止或提示； 景区有明确禁
烟标志，但吸烟者随处可见，未
见工作人员提醒制止。

环境卫生差。 景区厕所建
设严重滞后，厕所异味严重、污
水污迹多，长时间无人清扫；有
的旅游厕所设施设备破损严
重， 下水道堵塞， 无法正常使

用，残疾人卫生间堆满杂物。景
区垃圾箱破损严重，垃圾收集、
清扫不及时， 垃圾处理站暴露
在游客活动区域，异味严重，严
重影响旅游环境和质量。

旅游服务功能严重退化。游
客中心设施设备严重缺失，服务功
能欠缺严重；主要游客集中区域休
息设施严重不足； 导游服务欠缺，
给普通游客讲解需提前一周以上
预约；景区部分岗亭无人值守。

景区管理不规范。 景区车
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存在“黑
车”揽客现象；旅游标识指示不
准确不清晰，标识牌材质、色彩
不统一不协调。

存在安全隐患严重等四个主要问题

原因

回应

橘子洲景区：全方位积极整改

长沙建立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等全部进入该平台交易

湖南“猎狐”年抓27名境外逃犯

8月3日，正在进行扫尾施
工的长沙县水渡河闸坝改造
工程。该工程是长沙县综合利
用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
水环境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总投资达1.42亿元。建成后将
惠及长沙县约50万居民。

记者 田超 摄

水渡河闸坝改造
工程主体完工

长沙棚户区改造
安置补贴出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