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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
我省今天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从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天起至
2014年11月30日的全省月最低工资标
准已经确定，其中，最高档由1160元/月

提高到1265元/月，增长约9%；最低档由
870元/月提高至945元/月。

根据调整办法，我省月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的四个档次分
别提高至1265元/月、1145元/月、1035

元/月、945元/月；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四个档次调
整为12.5元/小时、10.9元/小时、10.4元
/小时、9.8元/小时。

据介绍,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劳
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费。各
市州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本地区适用
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用人单位应在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后
10日内，将最低工资标准向与本单位建
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全体劳动者公示。对
拒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劳
动者可以拨打12333向各级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举报。

●“混合所有制”是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混合
所有制改革，允许混合所
有制的企业搞员工持股、
管理层激励，可以解决国
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
体制上的弊端，激发国有
企业的活力。

●我省在推动混合
所有制经济发展领域，先
行先试，有效放大了国有
资本的带动力，激发了国
有企业的活力。 中联重
科、长丰集团等实行了高
管和核心技术骨干团队
持股，均取得明显成效。

●湖南省属监管企
业华升集团控股上市公
司———华升股份，完成与
民营企业汇一药机的交
叉持股，实现民营企业参
股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
市公司控股民营企业，为
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
记者今天从浏阳市获悉， 截至11月30
日， 该市累计完成财政总收入56.8亿
元， 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财税收入任
务， 占目标任务的101.2%， 同比增加
13.86亿元，增长32.29%；其中完成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1.62亿
元，占目标任务的108.29%，
同比增加9.41亿元， 增长
42.38%。

今年以来，该市采取召
开重点企业座谈会、出台上

市企业奖励办法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办法等，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一大批重
点项目有效推进，为市域经济快速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同时，创新了以激励地
方快速增长、加强基层财力保障、促进
区域均衡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市乡财政

体制，调动了乡镇街道积极性；严格执
行中央省市作风建设有关规定， 加大
企业帮扶力度，大力开展“两帮两促”
和“服务基层”活动，践行“一线”工作
法，为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开展
全市范围的税费清欠专项活动， 有效
防止新增欠缴行为发生， 并加强政府
投融资平台管理， 加大资金公开公示
力度，提高资金效益，实现阳光财政新
跨越。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11月30日至12月1日，全国政协原
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原常务副主席
李蒙一行来湘考察。

在湘期间， 省领导徐守盛、陈
求发、韩永文到住地看望了李蒙一
行。省领导张大方陪同考察。

11月30日下午，李蒙一行来到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现场考
察了位于桃江县的湖南桃花江核
电项目厂址，并出席了中核集团桃
花江核电项目工作汇报会。湖南桃

花江核电项目于2006年5月启动，
2008年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同
意开展前期工作”的批复，项目采
用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建设，
规划建设4台125万千瓦的核电机
组，并作为我国首批内陆核电项目
之一纳入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
划。2011年， 受日本福岛核事故的
影响， 我国内陆核电政策调整，该
项目施工也随之暂停。

李蒙指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
核电的发展形势喜人、 势不可挡。

我国目前已是世界核电市场的中
心和技术发展的中心，发展核电前
景广阔。 在发展核电的过程中，一
定要吸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等教训，
在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安全
验证工作， 保证核电运行绝对安
全。中核集团拥有人才、技术、管理
等优势，桃花江核电项目前期工作
实质性进展良好，希望各方面共同
努力， 抢抓国际国内合作机遇，把
各方意见汇集到中央，帮助尽早启
动核电项目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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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 熊远帆
谢璐） 11月30日，首届隆平国际论
坛在长沙市芙蓉区举行，推出了以
打造全球“种业硅谷”为总体定位
的18个优质招商项目。这标志着酝
酿已久的长沙“隆平新区·种业硅
谷”开启了建设大幕。

近年来，芙蓉区确立了以推进
“种业硅谷”建设、带动浏阳河以东
区域发展的思路。坚持以“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两型引
领、绿色生态”的开发理念，以“一
路一带一馆三中心”（滨河路、滨水
风光带、隆平水稻博物馆及水稻分
子育种技术中心、隆平国际种业交

易中心、隆平国际会展中心）为核
心项目，通过串联梦幻水岸、产业
蓝岸、生态绿廊和文化活力圈，将
浏阳河东片地区建设成为“产城
融合、双核驱动、环境幽雅、宜居
宜业”的隆平新区，打造大长沙休
闲RBD（休闲商务区）、湖湘文化
综合体。

已拉开建设序幕的“隆平新
区·种业硅谷”， 规划面积约23平
方公里， 是长沙市在城
东布局的重要功能区
块。区内聚集了独有的
农业、种业科研和产业
资源， 有省农科院、湖

南农大等科研院所30余所， 以及
袁隆平院士、官春云院士、刘筠院
士等大批专家学者。 区内隆平高
科技园集聚了现代农业、新材料、
电子信息、 生物技术4大支柱产
业。芙蓉区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致力打造农业“中国芯”，实现种
子技术交易全球化、 种业商务电
子化、种业学术交流国际化、运行
模式简约直达化。

芙蓉区打造全球“种业硅谷”

本报记者 蒙志军 苏莉
李继峰 徐典波

“新闻在纸上，记者永远在路
上。” 这是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
长、今年47岁的徐亚平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在他奔走的路上，是正
在发生的新闻现场，是洞庭腹地的
江豚保卫之战，更是为民请命的责
任担当。

从事新闻工作20余载，徐亚平

一直奔跑在新闻的最前
沿， 讴歌壮美的洞庭和脚
下的热土，用爱抒写责任，
用真情告诉人们， 什么是
党报记者的担当。 他写了
不少好稿，斩获大奖无数：
从中国新闻奖， 到全国党
报好新闻奖、 湖南新闻奖
等，各级各类新闻奖达100
余件（次）。

“余震不断，随时有
生命危险。万一不幸，请
你照顾我的小孩”

———担当精神：
带领志愿团队急驰
地震灾区

走到回龙沟路段，路
被埋了，走不通；退回来，
却误入隆丰镇一“死胡
同”。余震袭来，霎时山摇

地动。这时，岳阳监狱政治处主任
李剑来信息问安。徐亚平抱定了“牺
牲”的准备，给李剑发出了一条托孤
信息：“余震不断，随时有生命危险。
万一不幸，请你照顾我的小孩。”

在四川抗震救灾的日子里，这
样的危险与考验有多少，徐亚平自
己也记不清。他说，当时只是不断
提醒自己， 灾区需要我们关爱、抚
慰，需要我们去尽记者的天职！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
震发生后，徐亚平成为我省第一个
以志愿者身份到达前线工作的记
者。他组织的“岳阳抗震志愿队”，
成为我省第一支被绵阳市抗指派
到安县前线工作的志愿队。

李剑至今记得， 震后第二天，
他接到徐亚平的电话，向他寻求药
品支援，电话中的声音十分急切。

寻找药品的同时，徐亚平紧锣
密鼓地招募志愿团队。他第一个想
到的是老友、 退伍老兵彭祥林。一
个电话过去就是“你在哪里？”当听
说“在公司”时，徐亚平吼道：“国难
当头！只知道发财！”彭祥林立即响
应：“5分钟赶到。”很快，9名专业志
愿者集结了。同时，徐亚平致电报
社领导请缨。

2008年5月17日，岳阳志愿队
急驰灾区。交通断了，通讯断了，余
震不断。尽管有心理准备，灾难还
是击碎了徐亚平的想象。

（下转4版）

党报记者的担当
———记“中国十大责任公民”、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

徐亚平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试水混合所有制

李蒙来湘考察桃花江核电项目
我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高档由1160元/月提高到1265元/月；最低档

由870元/月提高至945元/月
用人单位拒不执行可致电12333举报

浏阳提前一月完成财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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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改革的旗帜高高飘扬·��热点探析

12月2日1时30分，搭载着嫦娥三号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相关报道详见5版

新华社西昌12月2日电 北京时间
2013年12月2日1时30分，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将“嫦娥三号”探测器发射升
空。“嫦娥三号” 将首次实现月球软着
陆和月面巡视勘察， 为我国探月工程
开启新的征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
总理马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杨晶分别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观看了探测器发射活动。

发射成功后，马凯、范长龙、许其
亮、杨晶等领导同志与现场参研参试

人员亲切握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向参与工程研制、建设和
试验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和崇
高的敬意，向成功发射表示热烈的祝
贺。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飞行19分
钟后，器箭分离，“嫦娥三号”顺利进入
近地点高度210公里， 远地点高度约
36.8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嫦娥三
号”奔月飞行约需112小时，在此期间
将视情况进行轨道修正， 预计探测器
将于12月6日飞行至月球附近，实施近
月制动，进入100×100公里的环月圆
轨道。

“嫦娥三号”是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按照计划，将于12月中旬
择机在月球虹湾地区实现软着陆，开
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 月表物
质成分和可利用资源调查、 地球等离
子体层探测和月基光学天文观测等科
学探测任务。2017年前后将开展探月
工程第三期任务， 主要是实现月球表
面软着陆并采样返回。

“嫦娥三号”探测器和“长征三号
乙” 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抓总负责研制。与发射“嫦娥二号”
卫星火箭相比， 此次发射的火箭进行
了多项技术状态更改， 突破了多项关
键技术， 进一步提高了可靠性和安全
性。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186次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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