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今
天从省财政厅获悉，农业部、
财政部日前公布2017年全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51个重
点县名单，湖南有8县（市）入
围，个数居各省之首。

列入全国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重点县的湖南8个县
（市）分别是双峰县、溆浦县、
道县、耒阳市、平江县、醴陵
市、湘乡市、桃江县，每个县
（市）平均可获3650万元中央
财政资金支持， 重点用于规
模养殖场改进养殖工艺和设

备，建设畜禽粪污收集、贮存、
处理设施和输送管网， 建设畜
禽粪污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设施等。

近几年，湖南坚持把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作为推进养殖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按照“减
量化、无害化、生态化、资源化”
的目标要求，全面推广农林牧结
合、沼气工程—有机肥、生物发
酵床—有机肥、高床漏粪与工业
化集中处理等模式，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沈世悦

我省8县（市）
入围畜禽粪污资源利用重点县

本报8月16日讯 今晚，由
省文明办主办的“湖南好人”
2017年第二季度入选名单发布
仪式在韶山举行， 共有92位身
边好人入选。

据了解， 从2016年3月，省
文明办下发《关于开展“湖南好
人” 推荐评选活动的通知》以
来， 全省各地广泛参与。 据统
计，“湖南好人”2017年第二季
度评选，共收到群众投票324万
余票。 经各市州及省文明委成
员单位层层推荐、网上投票、群
众评议和专家评审， 第二季度
共有92位身边好人入选“湖南
好人”。从“湖南好人”中遴选出
来的易海明、祝安顺、王新文、
刘志良、池凤英、周智仁、周任
文、黄士元、戴瑞芳、邓学东、黄
海龙、付建胜、吴才有、李雪梅
等14位入选“中国好人”。

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二季度入选的92位“湖南
好人”， 来自各行各业， 有农
民、教师、医生、警察，还有退
休老人、 社区工作人员等，他
们的事迹可敬、可信、可学，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生动、
最真实的写照。

发布仪式现场还设置了爱
心圆梦环节，湖南广播电视台
芒果V基金对韶山洪灾中房屋
倒塌的贫困户进行帮扶救助，
捐赠了第一轮资助项目基金
10万元。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易湘钰

92位身边好人入选
二季度“湖南好人”

湖南“好记者讲好故事”总决赛举行
13名记者分享暖心故事

本报8月16日讯“拥有
一张实名制工资卡， 按月领
到自己的工资”，这是工程建
设领域辛勤劳作的农民工的
梦想。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人
社局了解到， 长沙为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出台的系列举
措，可望为农民工圆梦。

长沙市人民政府日前出
台《关于建立长沙市治理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
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
见》）。《实施意见》要求，通过
建立建设领域农民工名册、
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和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银行按
月代发农民工工资等措施，
实现建设领域农民工用工实
名制信息化管理， 从而实现
企业按月核算农民工工作
量、出勤天数、计算农民工应
发工资； 完善建立农民工劳
动报酬保证金制度， 用于处

理应急情况下的欠薪问题，使
农民工工资支付更加有保障。
从2017年起， 督促全市所有建
设项目按规定缴纳农民工劳动
报酬保证金。

《实施意见》明确，对于拖
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
经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 以及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
为的企业要纳入“黑名单”，报
送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工商部
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住
建等行业主管部门信用信息系
统，通过“信用长沙”、新闻媒体
等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布； 对于
欠薪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
投标、履约担保、融资贷款、市
场准入、 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
依规予以限制。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伍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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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6日讯 今日，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
台了《长沙住房公积金提取
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对
提取业务的相关规定进行了
梳理和修订。《办法》指出，职
工申请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时， 提取额度以提取当日
的账户余额为限， 取消了首
套房90平方米以下可提又可
贷的规定， 补充了三种不能
办理提取的类型。

提取额度不再限定
职工一年内账户余额

《办法》 取消了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提取额度“不
得超过签订购房合同或建设
工程竣工之日或危房鉴定书
出具之日1年内账户余额”的
规定，规定职工申请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提取公积金，
在相应情形下， 可提取的额
度范围内以提取当日的账户
余额为限。 职工申请了住房
公积金组合贷款的， 还贷提
取的额度为住房公积金贷款
和商业银行贷款已还贷本息
之和。

同时， 该中心还推出了
便民举措： 职工住房公积金

账户内余额一方面可以用来每
月对冲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另一方面月对冲还贷后剩余的
部分可以用来对冲提前偿还部
分住房公积金贷款， 故取消了
首套房90平方米以下可提又可
贷的规定。 职工家庭购买自住
房已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 不得申请除偿还住房公积
金贷款本息以外的其他类型提
取。 职工家庭购买同一套普通
自住房已申请购房提取的不能
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种情况不能提取公积金

此次修订， 对不能提取公
积金的情况进行了补充： 一是
本中心贷款存在当前逾期或担
保公司代偿的； 二是住房公积
金账户被司法冻结、 记入管理
中心不良行为登记的； 三是职
工本人或配偶已办理了本中心
划拨还贷或月对冲还贷的。

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市
民， 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偿还共有产权（夫妻共有除外）
房屋按揭贷款本息的， 贷款的
借款人必须是产权人， 且每个
借款人的提取额度按借款合同
所占比例确定。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赵洁

长沙公积金新规出台，取消首套房90平方米以下可提又可贷

三种情况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

8月16日晚，长沙市开福区风帆广场，市民在亲水平台休闲、纳凉。立秋之
后，长沙城区的天气逐渐变凉，秋高气爽，人们纷纷走到室外运动健身、享受清
凉。 记者 李健 摄影报道

天凉好个秋

长沙“放大招”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由银行按月代发农民工工资，欠薪失信企业将处处受限

虽然今年上半年长沙购房
政策不断修改， 但这丝毫没有
影响人们的购房热情， 住房公
积金个人贷款额快速增长。据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
新增开户职工84205人。而截止
到2017年6月底，长沙市住房公
积金累计归集总额569.89亿元。

此外，据相关数据显示，今

年1至6月， 长沙市提取住房公
积金25.05亿元，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10613户、 个贷金额40.25
亿元，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0.5%。完成业务收入4.88亿元，
实现增值收益2.39亿元。 截至
今年6月底，住房公积金个贷总
额388.85亿元，个贷余额274.32
亿元，试点项目贷款余额3.4亿
元，住房公积金个贷率87.69%。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达569.89亿元

数据

本报8月16日讯 今日上
午，2017年湖南省新闻战线
“好记者讲好故事” 演讲比赛
总决赛在长沙举行，全省脱颖
而出的13名选手登台演讲，分
享自己亲历、亲见、亲闻、亲为
的好故事。比赛由湖南省委宣
传部、省记协、省新闻道德委
员会主办。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
心记者潘然是一名“90后”，演
讲比赛中，他以《守望新闻扶
贫根据地》为题讲述了扶贫队
长的坚守；益阳市广播电视台
记者陈石以《创造奇迹的夜
晚》为题，讲述了今年7月3日
晚发生在益阳市赫山区小河
口惊魂抢险的故事；湖南日报
社常德分社社长周勇军以《我
在攀越一座山》为题讲述了他
历时4年跟踪报道王新法扶贫
的故事，他说，“只有记者脚上
带有泥土，才能写出有深度的

文章”。
这次演讲比赛中，既有初

入新闻行业的年轻记者，也有
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了数十
载的资深媒体人。他们充分展
现了湖南新闻工作者思想上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牢记“48字”职责和使命，用自
己的行动践行“四向四做”新
要求的良好形象。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最
终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
者潘然、 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
频道记者刘典、 常德市广播电
视台记者毛凯获一等奖； 湖南
日报社常德分社记者周勇军等
4人获二等奖；新湖南客户端记
者周红泉等6人获三等奖。

据悉，本次获奖选手中将
挑选出三位选手，代表湖南参
加全国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
故事”活动选拔赛。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谭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