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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8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龙辉明） 长沙不少市民在傍
晚打车时， 都遭遇过司机以“交接班”
为由拒载的情形， 不少出租车司机因
此屡遭投诉。 今天， 长沙市公共客运
管理局正式在出租车行业试行“交接
班线路提示牌” 制度， 出租车在交接
班时段可以在挡风玻璃后面放置交接
班提示牌， 上面注明交接班地点， 顺
路的市民可以搭载， 无故拒载将被处
罚。

今天， 长沙鸿基、 福利、 龙骧等5
家出租车公司的300名的哥， 领到了这
种统一制作的交接班提示牌。 记者在
现场看到， 交接班提示牌为pvc材质，
白底蓝字， 规格大小为长30厘米、 宽
20厘米， 在提示牌的中央位置， 醒目
地标注着交接班行驶方向和交接班时
间段。

“交接班提示牌的使用， 将让主
管部门更好地判定出租车司机挑客拒
载的行为。” 长沙市客管局出租车管理

科副科长李智深介绍， 每日15:30至17:
00出租汽车交接班时， 出租车副驾驶
室前挡风玻璃的右下角摆放了“出租
车交接班线路提示牌”， 说明该台出租
车正在前往交接班的路上， 如果乘客
前往的目的地与“出租车交接班线路
提示牌” 显示的交接班地点一致或顺
路， 乘客可招手拦车， 驾驶员即可提
供“同向载客” 服务。

如果出租车有以下5类行为的，即
视为违规， 按每次违规记10分的标准，

纳入对经营单位及驾驶员的服务质量
信誉考核，这5类行为是：在超出规定时
间段使用“提示牌”的；在规定时段内，
未展示“提示牌”，但询问乘客目的地，
实行“同向载客”的；在乘客上车后再展
示“提示牌”，并以交接班为由拒绝提供
客运服务的；乘客前往目的地符合“提
示牌”交班地点，驾驶员无正当理由拒
绝提供客运服务的；以及在机场、火车
站、长途汽车站等出租汽车营业站点候
客时，使用“提示牌”的。

检验检疫部门：
我省口岸暂未发现
进口问题奶粉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林俊 冷婷 ） 记者今日从湖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获悉， 检验检疫部门近期已就我省
口岸进口奶粉情况进行排查。 据查， 目前
在我省口岸进口乳制品中未发现属于新西
兰恒天然集团已公布的召回问题产品。

据检验检疫部门排查统计， 2012年5
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 我省口岸共
进口乳制品137批、 8984吨、 货值5275.9
万美元。 品种主要为全脂乳粉、 婴幼儿配
方奶粉， 未进口浓缩乳清蛋白粉产品。 其
中， 从新西兰进口5988.5吨， 为全脂乳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占全部进口奶粉重量的
66.66%。

8月2日， 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公司
发布消息， 称该公司一家工厂2012年5月
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检出肉毒杆菌， 这
些产品有中国进口商涉及。 国家质检总局
立即暂停相关产品进口、 核查问题产品进
口情况、 督促企业召回涉问题产品、 发布
消费提示等。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 记者从7日召开
的湖南省两型示范门店创建工
作会议上获悉， 为加快推进我
省两型社会建设步伐， 营造两
型示范创建的良好氛围， 我省
两型示范门店 （包括商场、 超
市、 专业市场、 酒店、 餐馆等
经营服务场所） 创建工作从本
月起全面启动。

据省工商局副局长阳芳华
介绍， 这次我省全面启动示范
门店创建工作， 在两型技术产
品、 两型服务设施、 两型生产

方式、 优美生态环境、 两型文
化进门店活动等方面， 都有严
格的标准要求， 例如门店装修
使用节能、 节水、 节材、 环保
的技术和产品， 公共区域环境
绿化， 设施布局合理， 使用环
保、 简约的产品包装， 减少直
至取消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发
放并积极引导顾客使用环保
袋、 菜篮子， 垃圾污水分类处
理等等。 达到各项标准的单位，
经省人民政府审定合格后， 授
予“湖南省两型示范单位” 牌
匾和证书， 并予以表彰奖励。

本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曾圆

长沙市武警消防支队芙蓉区大
队湘湖中队副中队长向心仪， 是个
25岁的帅小伙， 虽然有些腼腆， 可
一提起扑火救灾， 他便侃侃而谈。

今年7月2日， 长沙雨花区黎托
片区一物流仓库发生火灾， 下午5
时左右， 现场依旧浓烟滚滚， 能见
度差， 上级派向心仪等人在火场北
边负责灭火照明。 10分钟后， 他发
现照明区域内没有救火队伍出现，
便主动请求上级批准他进入火场中
心位置进行照明。 在周围群众指引
下， 向心仪开辟出一条通往火场中
央的长约100米的道路， 在关键位
置架设起了照明灯。 在灯光照耀

下， 战友们一直战斗到第二天凌晨
1时多， 终于将大火完全扑灭。

2010年6月， 从中南大学土木
建筑学院毕业后， 向心仪南下深圳
到一家外企工作， 然而从小怀揣着
军人梦的他总感到不满足。 当年10
月， 在家人的支持下， 他毅然放弃
了待遇不错的“白领” 工作， 应征
入伍成为一名消防兵。

“部队教给我的，正是大学生最
缺乏的。”是部队，教会了向心仪快速
成长。在部队，向心仪勤奋上进，练就
了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

一开始， 向心仪被分配在长沙
消防五一广场中队， 他兢兢业业，
除了正常的灭火、 训练工作以外，
还利用自己懂电脑的优势， 主动承

担部队文化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软
件建设， 往往别人都睡觉了， 他还
在挑灯夜战。 2011年夏天， 长沙暴
雨连连， 向心怡白天随部队出警，
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准备支队演讲比
赛， 两三天时间里每晚只睡几个小
时， 后来发烧晕倒在办公室。

快3年过去了， 向心仪在岗位
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12年初荣
立三等功； 同年4月， 作为长沙市
武警消防支队惟一一名大学生战士
参加全省部队大学生提干考试， 并
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如今， 作
为一名副中队长， 他感到责任重
大。 他说： 消防工作是“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 冲锋
陷阵义不容辞。

长沙民兵应急分队快速出击

10天扑灭4起山火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毛主亮 周仁） 6月中下旬以来,受持续晴热
高温干旱影响， 森林火灾剧增。 面对频发
的火情， 长沙警备区迅速行动， 积极组织
民兵应急分队全力投入森林扑火， 近10天
扑灭山火4起。

8月6日晚7时， 浏阳沙市镇发生森林
火灾， 浏阳人武部紧急出动100余名民兵
携带灭火工具赶赴现场， 经过一整晚的连
续奋战， 扑灭了过火面积达500余亩的森
林大火。

8月5日晚9时， 望城区月亮岛太公庙
山坡发生森林火灾， 望城区人武部民兵应
急分队紧急驾驶森林消防车和工程挖掘机
赶赴现场， 根据火势特点， 开挖出宽15
米、 长3公里的隔离带， 阻止山火蔓延。
由于火势凶猛， 临近的岳麓区民兵应急分
队也迅速赶到加入战斗， 两支队伍通宵奋
战， 于8月6日早上8时终于扑灭了大火。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曹娴）新
的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从8月5
日起已正式实施。 据了解，普通型人
身保险预定利率不再执行2.5%的上
限限制，而是上升到3.5%。

预定利率是保险公司承诺给投
保人的投资收益率， 也是影响人身
保险价格的关键因素。 从1999年开
始， 保监会将人身保险预定利率设
定在2.5%并沿用至今。 也就是说，保
险公司承诺给投保人的年回报，不
能超过2.5%这个利率。 此次保监会
放开普通型人身保险预定利率，将
定价权交给公司和市场。

保监会称， 普通型人身保险费
率政策改革， 是继我国保险公司股
份制改造及上市之后又一次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改革， 标志着我国人身
保险业第一次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形成机
制。 业内人士认为，寿险费率改革落
实是利好， 费率上调会促使险企在
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等方面发
力。

消费者会否在此轮保险业市场
化改革中受益？ 我省保险行业专家
称，新政之后，保险公司会按新的规
定开发新产品， 如果将预定利率设
定为3.5%， 与原来2.5%的预定利率
比起来， 新产品肯定更便
宜。

保险专家也提醒消费
者，根据新政策，2013年8月
5日以前签发的普通型人身

保险保单法定评估利率继续执行原
规定，8月5日及以后签发的普通型
人身保险保单法定评估利率为
3.5%。 一款保险产品从研发到正式
推向市场，一般要经历3个月到半年
时间，现在新政刚落地，并不代表8
月5日后买保险产品即可便宜。

普通型人身保险， 是指保单签
发时保险费和保单利益确定的人身
保险。 相对于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
而言， 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包括分红
型、万能型、投资连结型等。

常德迎来第7家新入驻银行

银行机构加速布局
“3+5”城市群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易殊 ） 今天上午， 广发银行常德分行开
业， 成为常德近三年来引进的第7家银行。
记者获悉， 交通银行、 长沙银行、 华融湘
江银行、 兴业银行、 民生银行以及上海农
商银行先后入驻常德， 成为激活金融市场
的重要力量。

据常德银监分局透露， 截至目前， 新
入驻银行的存贷比高于全市银行平均水平
约6个百分点， 还先后推出信托贷款、 联
保贷款等创新品牌业务， 给地方金融市场
带来新理念、 新面貌。 广发银行常德分行
人士就表示， 开业后将充分运用该行“生
意人卡”、“快融通”等特色产品，大力发展
中小企业及零售银行业务。

近些年， 随着省会银行业金融机构增
多， 同业竞争加剧， 各家银行纷纷将视野
投向长沙以外的其他城市， 尤以“3+5”
城市群较为突出。 如株洲的股份制银行数
量， 在全省除长沙外排名第一； 衡阳迎来
了广发、 招商、 民生、 中信等多家银行布
局设点； 交行、 招商、 上海农商银行还赴
娄底开设分支机构。

长沙出租车管理出新规———

交接班挂提示牌 不准拒载顺路客
文化 动态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刘凌
实习记者 谢璐） 记者今天在相
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文化部、
教育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等共
同主办的2013中国 （长沙） 手
机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2013年
11月15日至17日在湖南国际会
展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博览会以“指尖世界，
成就梦想”为主题，会展面积将
高达22000平方米，分为手机文
化内容展示区、 运营商展示区、
手机应用展示区、嘉年华体验专
区、终端品牌展示区以及洽谈发

布区六大功能区，推出“手机文
化产业发展峰会”和“掌握Phone
云榜”两大主题活动，汇报全国
乃至全球手机文化产业发展现
状及发展趋势，评选出行业领军
人物和新锐手机玩家等。“手博
会”是全国首次以“手机文化”为
定位举办的博览会，也将是全国
规模最大、文化内容最丰富的一
次手机文化产业展会，这标志着
我省将在手机文化产业方面率
先发力，继电视湘军、出版湘军
之后，锻造又一支新的文化产业
生力军。

手机文化盛会落户长沙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周东平 邓又溪 ） 记者
从8月6日召开的湖南省演出娱
乐行业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
代表大会获悉， 去年我省演艺
场所实现营业收入1.7亿元， 比
2011年增长4.5%。

据介绍，目前我省演出市场
日益活跃，呈现演出场次逐年增
加、地域分布趋向平衡、观众群
体多层次延伸的发展态势。 据统
计，2012年我省有演艺场所53
家、演出经纪机构72家，全年演
出3.2万余场，观众达347万人次。

“演艺湘军”去年收入1.7亿元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章作人 杨菁 吴双江 ）
8月6日，“湖南百年”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在省群
艺馆开幕， 展出的87幅作品，
反映了1840年以来湖南各个时
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和重要人物。

据了解， “湖南百年” 重
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
2011年启动， 经过相关专家学

者和艺术家精心选择， 从近代
100多年历史中遴选出100个选
题， 再经征稿、 草图评审、 签
约等过程， 最终有96名艺术家
参与“湖南百年” 的创作。 今
年3月， 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对签
约艺术家作品进行了评审， 共
入选作品87件， 其中油画54件、
国画27件、 版画5件、 水彩1件。

据悉， 展览时间至8月20
日， 之后将赴深圳等地巡展。

87幅画作讲述湖南百年历史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水怡 吴双江 ） 湖南
交响乐团首届 （国际） 管弦乐
音乐节8月6日在长沙拉开帷幕。
至16日， 湖南交响乐团将与来
自美国的15位艺术家合作完成9
场公益演出。

该音乐节得到了美国高等
院校和剧院的15位音乐家助阵，
包括美国著名的指挥帕特里克。
此次演出， 乐团各个声部的首

席都由他们担任。 演奏的既有
欧美音乐家约翰·威廉姆斯、 勃
拉姆斯等的作品， 也有中国的
《黄河颂》、《红旗颂》等。

著名指挥、省歌舞剧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肖鸣表示，希望
通过中美音乐家的交流，推动湖
南交响乐团成为更加国际化、更
有影响力的乐团。 9场演出均为
公益演出，有兴趣的观众可拨打
（0731）89720767索票。

中美音乐家奏响管弦乐音乐节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何熠）“没想到一次不经
意的救人， 会引起这么大的反
响， 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还会这样做。 ”当湘潭高新区
工委书记刘硕科来看望、高新区
团工委授予他“湘潭高新区优秀
团员”的称号时，肖强有点腼腆。

25岁的肖强是高新区华园科
技的一名研发工程师。 一个礼拜
前，他和3名同事一起去宁波北仑
区小港镇出差。在堤上观海时，一
名女子溺水。“听到有人喊‘救命’
后，肖强反应很快，拔腿就跑。 救
人之后，他去医院清创，手脚上的
大小口子足有100多处。 医院里
的人都说，他是湖南的英雄！ ”与
肖强一同出差的华园科技负责人
朱振武这样说。“现在想来还是有

点后怕”， 肖强说，“当时海浪很
大， 拖着落水者游向岸边时非常
费力。游到岸边时，我一点力气也
没了,双腿发软，只能瘫在岸边。
而岸边有大约半米深的淤泥，我
再也无法前行一步。不过，救人这
是一种本能，面对一条人命，谁都
会去救的。 ” 在医院清洗了擦伤
后，肖强继续完成出差的工作，并
没有第一时间向家人详细介绍经
过。 家人是在网上看到报道后才
得知此事， 肖强说：“当时姐姐都
急哭了，妈妈也很担心，不过家人
都为我自豪。”

在宁波，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了肖强的英勇事迹。 网络也进行
了热捧。 被救者送来了一面“危
难之中挺身相助 搭救之恩终身
难忘”的锦旗。

湘潭小伙宁波下海救人

向心仪：青春无悔献消防

全省两型示范门店创建全面启动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协办

湖南保险�� 保障民生

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调整为3.5%
消费者受益还需等待新产品上市

军营 大学生

8月8日， 市民在湖南省画院欣赏画展。 当天，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湖南省委宣传部、 中国美术
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湖南省文联共同举办的“大美天山———新疆中国画全国行”湖南展开幕，展出新疆各族
画家的100多幅艺术佳作。 展览将持续到14日。 本报记者 李国斌 赵持 摄影报道

本报 8月 8日讯 （通讯员
梁 建民 记者 李寒露 ）8月8日，
在石门县夹山镇邵福寺村停队
岗12组，101岁老人刘金秀又像
几个月前一样，可以慢悠悠地洗
衣、做饭了。 而在一周前，她还因
白内障而视线模糊，行动不便。

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刘金
秀向来身体精瘦，仍能参加力所
能及的劳动。 几个月前，老人感
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导致行动

不便，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经检
查确诊，原因是眼睛患上了白内
障。 经精心准备，石门县人民医
院日前为她免费做了白内障摘
除和人工晶体植入术。 由于患者
第一次动手术， 刘金秀有点紧
张，欠配合。 但在医护人员的耐
心疏导下，她终于顺利地接受手
术。 刘金秀也成为湘西北地区实
施白内障手术以来的首位百岁
以上老人。

摘除白内障
石门百岁老人重见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