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1日，通城县支行成功发
放首笔“税贷通”小额贷款业务，贷款
金额50万元，标志着邮储银行咸宁
分行在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体
系建设，全面改进和提升中小微金融
服务能力上找到新的增长点。

“税贷通”小额贷款是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向中小微企业主发放的个
人生产经营性贷款。客户在贷款额

度支用期内可多次循环支用，采用信
用模式。且客户可申请加办E捷贷
线上支用功能，由借款人自行从手机
银行端支用贷款，随用随支，灵活方
便。下阶段，邮储银行咸宁分行将以
通城县支行为试点支行，在全市范围
内推广“税贷通”小额贷款业务，为中
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
务。 （丁红玲）

邮储银行通城县支行

发放首笔“税贷通”小额贷款业务

近日，咸宁市农业局举办“绿
色田野.我的乡村我的产业”春耕行
直播活动。座谈会上，邮储银行咸
宁分行作为唯一的金融机构代表
发言，该行分管三农业务副行长刘
年加现场介绍了邮储银行普惠金
融、服务三农的相关金融支持政
策，重点讲解了“邮储畜牧贷”产品
要素，并现场解答了养殖户代表目

前遇到的资金不足难题。
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

大户等新型经济实体确实有较大的
贷款需求，但是，大部分客户苦于没
有抵押物，不知道如何到银行贷款。
比如，通山县洪茂生态种养殖合作社
负责人章某，利用科技手段，在通山
县横石镇承包了800亩水塘，养殖
对虾和鲈鱼，生产效益良好。在养

殖生产中，章某急需资金提前建设
冻库，但资金短缺，又没有什么担保
物。邮储银行信贷员通过上门服务
获得此信息后，认真的为他讲解贷
款申请条件与流程，并为他的贷款
开辟绿色通道。从调查到放款只用
了10天时间，30万元助农贷及时解
决了洪茂合作社流动资金紧缺的难
题，也让他的合作社养殖面积扩大

到上千亩。在客户章某看来，这次
贷款成功是他以前不敢想的。

2018年初，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要求，
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回
归农村市场，促进三农金融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邮储银行咸宁分行
按照总体部署，对今年各项工作作

出安排，早谋划，早行动。其中以
传统农业小贷、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金融精准扶贫为服务重点，以
信用村建设为抓手，高度重视传统
小额贷款发展。加大对周边商圈、
专业市场营销力度，加快E捷贷、
快捷贷等个人商务贷款发展。截
至3月26日，小额及个商等三农贷
款业务本年累计净增8594万元，
余额规模达到89055万元，较年初
增长11%，预计年底规模可突破10
亿元大关。 （丁红玲）

邮储银行咸宁分行开展三农金融“早春行“活动近日，为有效推动水产养
殖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邮储银行咸宁分
行积极参与市水产局组织的

“桂香农匠”下基层服务活动，
现场进行了邮储金融产品推
荐，全方位服务农业，贴近农
民，履行普惠金融责任。参加
此次活动的有市农业局、市（区）
水产局相关领导，邮储支行行
长、产品经理、信贷客户经理以
及水产养殖户代表近70人。

活动会上，邮储银行产品
经理专门对符合水产养殖户的
贷款产品进行了详细讲解，介
绍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储蓄
等相关业务，并发放业务宣传
单。现场共收集客户信息统计
表 50份，其中有贷款意向的
20户，目前资金需求金额近
100万元。据悉，下阶段，邮储
银行咸宁分行将进一步与水产
局商讨，探索新的政银合作模
式，通过有效的水产养殖技术，
金融服务，共同推动咸宁市水
产养殖户实现高产量、大规模
的经营发展之路。（丁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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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员工积极参跑“环三湖连江”马拉松
春寒未消，细雨蒙蒙，仍挡不

住马拉松人的热情。2018年3月

18日上午8点30分，2018湖北·

嘉鱼“环三湖连江”马拉松赛在嘉

鱼县二乔公园起点鸣枪开跑。

邮储银行嘉鱼县支行10名

员工自愿报名积极参加，8点30

分，比赛正式鸣枪开跑。邮储银

行人再一次以崭新的形象，“健

康、活力、积极、进取”理念，一路

齐头并进，呈现了最佳的精神面

貌与团队协作精神。

“活力嘉鱼，跑起来”，今年的

嘉马,是继去年该县成功举办首

届马拉松之后的第二届马拉松赛

事。为彰显邮储人积极向上、活

泼乐观的精神风貌，县支行定期

组织员工举办各种文化健身运

动。本次邮储银行员工自愿报名

参加嘉鱼马拉松，不仅彰显了公

司良好形象和企业文化，更是展

现了员工追求健康、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

大家纷纷表示，参赛“嘉马”，

对于锻炼意志、增强体魄、挑战自

我是一次难得的考验。并且要将

这种体育精神发扬到今后工作生

活中，凝聚力量、克服困难、持之

以恒地为邮储银行企业发展而奋

斗。 （汤爱秀）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邓昌炉

电话：0715－81287706版
2018年3月30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纵览天下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29日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
2017年12月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数51255万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
15598万人，月人均待遇125元。为进一
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人社
部和财政部近日印发了《关于建立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
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意见，
将完善和建立四个机制：

一是完善待遇确定机制。中央根据全

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力状况等
因素，确定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地方
根据当地实际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65
岁及以上参保居民予以适当倾斜；对长期
缴费、超过最低缴费年限的，应适当加发年
限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
户全部储存额除以计发系数确定，个人账
户储存额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
和投资收益等构成。

二是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人社部会同财政部参考城乡居民收入增
长、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标准，

适时提出调整方案，报请党中央和国务院
确定；地方基础养老金的调整，由当地人社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请同级党
委和政府确定。

三是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调整机
制。各地要合理确定和调整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标准，最高缴费档次标
准原则上不超过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缴费额；对重度残疾
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可保留现行最低缴费
档次标准。

四是建立缴费补贴调整机制。各地

要建立缴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引导城乡
居民选择高档次标准缴费；鼓励集体经济
组织提高缴费补助，鼓励其他社会组织、
公益慈善组织、个人为参保人缴费加大资
助。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地要按照国务院
有关规定开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
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地要建立和完善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
老金调整机制；各级人社部门、财政部门要
加强协调配合，制定工作方案。

人社部和财政部印发指导意见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新型“车轮腐败”如何根治？

近日，湖南、贵州通报一批私车公养案例，天津、湖北、浙江等多地也在持续开展

私车公养专项检查整治。“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车轮腐败”出现了新变种。

从公车私用到私车公养，一些地方
公车改革过程中的违纪问题出现新动
向。记者调查发现，私车公养的表现形
式多样。

其中，使用单位加油卡为私家车加
油的案例最为普遍。贵州省纪委监委网
站3月19日通报了贵阳市乌当区爱卫办
主任韩云贤私车公养问题。2016年至
2017年，韩云贤在前往广州、海南、凯里、
重庆等地办私事过程中，多次违规使用
单位公务油卡为私车加油，共计20314
元。2017年12月，韩云贤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相关费用予以退赔。

湖南益阳市纪委的通报显示，2017
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30日，赫山区
水务局公车驾驶员苏建私自用公务车加
油卡为自己私车加油19次共计5300余
元；该局公车驾驶员陈运良私自用公务
车加油卡为自己私车加油26次，为朋友
私车加油2次，合计7400余元。苏建、陈
运良被立案审查，该局负责公车管理的
原党组成员向新颜被提醒谈话。

还有的人将私车“租”给单位。湖北
纪检监察机关近期通报，2016年全年，恩

施市板桥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
心主任廖雪峰将一辆私人小轿车“租给”
中心使用，用于自己进城开会和下乡，并
报销“租车费”。查实后，廖雪峰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也有的人把私家车加油、保养等费
用也一并入账报销。浙江温州纪委近期
通报，2017年底，苍南县委第一综合巡察
组对苍南县旅游投资集团开展巡察，发
现该集团渔寮分公司的会计账册中出现
非公车产生的车辆保养费等。经核查，
该分公司经理杨守文和副经理赖联云、
陈礼施，将自己私家车的油费和保养费
入账报销。自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
间，3人在公司账户累计报销私家车油费
及车辆保养费共14505元。鉴于3人在
案发前主动整改并退出违纪款，2018年
2月，苍南县纪委分别给予杨守文等3人
党内警告处分。

中央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奢靡享
乐歪风出现一些新动向新表现，其中就
包括通过违规借用下属单位或企业车辆
等方式使用公务用车，甚至变公车私用
为私车公养。

变着花样“揩公家油”
针对出现的这些现象，多地开展了

私车公养专项检查整治。如贵阳从去年
开始开展公务加油卡专项整治，截至今
年1月底，共检查单位（部门）1090家，清
查5679张公务加油卡（含副卡），发现问
题115个，立案50件，给予党政纪处分
39人。

多地在专项整治中发现，管理机制
不完善为私车公养歪风留下了生存空
间。

——加油卡管理粗放。目前不少单
位公车用油都采取“充卡加油”的方式，
多是用一次大额充值的发票报账，但具
体加油次数、车辆、行程等则没有明细。
少数人员就在加油卡上动起了“歪脑
筋”。如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国土资源
局一名领导干部的驾驶员，私自将单位
公务加油卡拿给他的妻子使用，加油66
次，开支17900余元。

此外，一些单位指定了加油站点，统
一结算油费，也让私车“揩油”有机可乘。

——公车使用登记手续不全。记者
采访发现，不少单位的公车使用流程虽
然有详细规定，但执行中为了省事图便
利，往往流于形式。当需要私车公用时，
也没有专门的台账进行登记，对出差事
由、行驶里程等情况没有记载，多数情况
下只是口头请示，让私车公养有了自由
操作的模糊地带。

——发票报销存漏洞。“确实存在没
有好好审核的问题。”贵州省玉屏侗族自
治县纪委常委邹云森说，少数公务人员
将私车私用中产生的油费、维修费、过路
费、罚款等捆绑在公车身上一起报销，单
位的领导和财务部门没有严格把关。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近期通报，
2018年1月，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
区司法局某领导的私家车维修费用由办
公室副主任冯某某经手予以公款报销。
经过查对账目，比对单据，发现冯某某将
假单与旧签名复印在一起伪造单据，造
假报销。

公车管理机制仍不完善

“私车公养本质上还是特权思想和
特权行为的表现，是‘四风’问题的反弹
回潮。”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
波认为，一些人钻制度空子，以权谋私，
消解了公车改革的效果，同时也极大损
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与公信力。

一些因私车公养被处分的党员干部
事后自我剖析称，没有公车坐了，用私家
车办公事存在补偿心理，就利用工作便
利换取补贴。

高波表示，现实中确实存在公车不
够用、私车公用的情况，但这不是违法违
纪的理由，不能以此为借口为私车公养
开脱。

多名受访党员干部认为，遏制私车
公养，要强化制度建设和落实，加强监
督，强化问责。邹云森等建议，严明公务
用车管理和使用方面的相关规定，“一旦
发现私车公养问题，除处理直接责任人
外，还要对负责管理公车的人员以及单
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只有这
样，才能形成震慑。”

据了解，不少地方开始借助互联网
技术，紧盯公务加油卡，实行网络信息监
管，让每一笔用油消费的去向都有迹可
循。比如湖北省沙洋县纪检机关利用公
务油卡管理系统、加油站监控系统、公安

“天眼”系统等信息大数据进行比对，精
准获取问题线索，从严快查快处，取得明
显成效。

高波等专家认为，解决私车公养问
题，还要融入到公车改革的大盘子中，简
化购买社会服务流程，增加供给，让公务
用车更规范、更便利。

堵住“跑冒漏滴”，扎紧制度笼子

英国首相强调

确保脱欧后国家团结
据新华社伦敦3月29日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9日说，她将努力确保英国“脱欧”后国内的团结，实
现英国的强大。

梅是在当日到访苏格兰一家纺织厂时作上述表示
的。她说，英国政府致力于让“脱欧”加强国家各部分的
凝聚力，并将加强对苏格兰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访苏
格兰是梅前往英国各地广泛听取“脱欧”诉求活动的
一部分。英国首相府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梅当日还
将前往英格兰、北爱尔兰与威尔士。

委内瑞拉一看守所起火
至少68人死亡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3月28日电 加拉加斯消息：
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一警局看守所28日起火，导致至
少68人死亡。

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塔雷克·萨阿布在个人社交媒
体上确认，卡拉沃沃州首府瓦伦西亚市的州立警察局
看守所发生大火，目前已有68人死亡。卡拉沃沃州政
府秘书长赫苏斯·桑坦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可能是
在押人员暴动引发了这场大火，具体伤亡人数还在统
计中。当地媒体报道说，当天是家属探视日，看守所
中的被关押人员点燃床垫企图制造混乱后越狱，他们
还抢夺了一名警察的武器。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

部分换装新型洲际导弹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3月29日电 俄罗

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29日说，俄战略火箭军
部分导弹兵团已完成换装新型亚尔斯陆基洲际弹道
导弹的工作。

俄国防部新闻局当天援引卡拉卡耶夫的话说，位
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新西伯利亚州的两个导弹兵
团已经换装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位于马里埃尔共和
国和伊尔库茨克州的导弹兵团正在进行换装，位于特维
尔州和阿尔泰边疆区的导弹兵团也计划于2020年开始
换装。亚尔斯导弹是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最新研
制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

巴西爆发黄热病
死亡人数升至338人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3月28日电 巴西卫生部
28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去年7月以来，巴西全国共
出现黄热病疑似病例4414例，其中确诊1131例，338
人被确认死于黄热病。

巴西卫生部表示，这些数据的统计时间为去年7
月1日至本月27日。由于黄热病具有周期性，通常在
夏季暴发，因而在巴西以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为
一年周期来统计。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去年同期，即2016年7月至
2017年3月20日期间，巴西共确诊黄热病660例，死
亡210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表示，联合国维和行
动正面临严峻挑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使得
维和行动更加强大和安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