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今天， 全国老龄委就 《中国
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
评估指标体系来湘做评估， 评估
组由全国政协委员、 《求是》 杂
志社原总编辑张晓林带队。 下午，
我省举行汇报会， 副省长盛茂林
出席。

2013年2月， 全国老龄委将
该规划细化成包括老年社会保障、
老年健康支持、 养老服务体系、
涉老环境建设、 老年社会参与、
老龄工作体系等6项一级指标， 涵
盖23项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我省执行该规划情况较好，
在23个指标中， 已完成和完成过
半的指标有21个。 截至2013年6
月， 全省共建成省、 市、 县三级
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4935个； 今
年9月， 在中央专项公益金资助
下， 我省又启动了 1900多个农
村幸福院建设。 今年 8月， 省
委、 省政府将基本养老服务补
贴覆盖率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全省已启
动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的县 （市、
区） 达6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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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周鑫◎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袁钢） 在外务工人员明年春
节前返乡的火车票可由企业团体订
购 了 。 记 者 今 日 从 广 铁 集 团获
悉， 4日起， 广铁将启动2014年春运
外来工团体订票服务， 这是广铁连续
第16年为外来工提供春运团体订票服
务。

据介绍， 可预定2014年春运外
来工团体票的企业， 适用于用工规模
不少于50人， 申报节前相同乘车日
期、 发站、 到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5
张的企业。

可预订的火车票为： 广东地区广
州等9个车站节前始发临客硬座车票，
以及湖南地区与其它地区部分节后
始发临客硬座返程车票 （具体返程
车票的始发站以申报阶段网站公布为
准）。

从12月4日起， 广铁将通过外来
工团体订票网站 （网址 ： eticket.
gzrailway.com.cn）， 对外发布团体
订票相关信息和业务表格。 企业订票
具体流程如下：

12月9日至11日， 企业在广州、
广州北等7个车站业务窗口， 现场办

理登记、 信息变更等业务， 通过审核
的企业与广铁签订协议；

12月13日至21日， 各企业结合
开行方案申报订票计划， 广铁对企业
订票需求进行审核和安排， 企业确认
受理；

12月27日至2014年1月2日， 订
票企业对订票情况予以公示， 广
铁分批安排计划兑现并完成春运
火车票的制票工作；

2014年1月3日至5日， 企业
可到指定地点取票。

广铁集团介绍， 企业预订的

外来工团体票仅限于本单位外来工使
用。 除广铁公布的外来工团体票订票
网站、 业务办理点外， 其他火车票代
售点、 旅行社等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
中介办理春运外来工团体票。 广铁客
户服务热线12306将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 举报。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谢凡）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数据，1至10月，我省规模以上
工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2.8% ； 盈 亏 相 抵 后 实 现 利 润
1083.40亿元，同比增长16.6%,增幅
比前三季度高3.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前10个月所有经济
类型企业利润均实现增长，其中国
有企业实现利润150.70亿元，同比
增长33.7%； 集体企业实现利润
13.62亿元，增长5.6%；股份合作制
企业实现利润6.84亿元，增长3.6%；
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653.22亿元，
增长12.6%；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实现利润 93.44亿元 ， 增长
16.3%； 其他内资企业实现利润
165.58亿元，增长21.4%。

规模以上工业39个大类行业
均整体实现盈利。 盈利的大类行业
中，30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利润总额居前五位的是专用设备
制造业、烟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分别实现利
润131.32亿元、102.33亿元、82.99
亿元、79.62亿元和59.75亿元，这五
个行业共实现利润456.01亿元。

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大型企业实现利润345.48亿元，同比
增长2.1%，今年首次实现利润同比正
增长； 中型企业实现利润212.82亿
元，增长24.4%，增幅比前三季度提高
3.7个百分点； 小微型企业实现利润
525.09亿元，增长25.1%，增幅比前三
季度提高个0.1百分点。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
创研部、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湖
南省作协承办的“刘舰平诗歌研讨
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主席、著名
作家铁凝出席并讲话。

因眼疾失明，他无法正常阅读
写作；依靠语音手机盲写短信的方
式，他重新开始诗歌创作；其诗集
《高山流水》、《心象》 相继出版后，
颇受好评。 2012年诗集《高山流水》
获首届湖南文学艺术奖。 他就是湘
籍著名作家、诗人刘舰平。 日前，刘
舰平的新诗集《我和影子》由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关注。

铁凝在发言中指出，在苦难命
运的折磨和淬炼中，刘舰平经历了
一次灵与肉的重生，而国外一些伟
大的作家也曾遭受过类似命运的
无情打击，比如博尔赫斯，奥斯特
洛夫斯基和海伦·凯勒。 铁凝认为，
刘舰平的诗歌不仅不悲观、 不虚

无，而且充满了坚韧的理想主义情
怀以及赤子般澄澈明亮的品格，给
读者呈现了宽广、 深邃的精神空
间。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刘舰平的
诗歌，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都是
在写自己的生活， 抒发自己真切的
情怀，即使是写最平凡朴素的事物，
他也能表达得优雅而令人沉醉；他
用温暖的文字和深沉的诗心寻找光
明的美好愿景， 构建了汉语新诗与
古典诗歌的对话空间， 让疲惫不堪
的现代人，既有自明的证词，又有可
供回忆的唯美的汉语之乡。

刘舰平，自号半瞧，前期创作
主要有长诗《脚》、系列诗《辰河三
唱》、组诗《今日之中国》，小说《船
过青浪滩》、《刘舰平小说选》、《百
家文库·刘舰平卷》， 散文《汉语
人》、《心空仍有风筝飘荡》等。《船
过青浪滩》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

第五届中国国际穆斯
林企业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全国97%市县
有清真产业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 12月3日， 第五届中国国际
穆斯林企业高峰论坛在长沙举
行。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伊斯兰
教协会会长希拉伦丁·陈广元大
阿訇出席。

本届高峰论坛由中国伊斯兰
教协会指导支持， 中阿友好协会
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主
办。 本着“和平、 合作、 和谐”
的理念， 高峰论坛致力于服务清
真产业的发展， 迄今已成功举办
了四届， 得到中国和世界穆斯
林企业家及相关组织的大力支
持， 并评选出一大批广受瞩目的
优秀穆斯林企 业 家 和 清 真 品
牌， 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论坛组委会秘书长吴晓静介
绍， 在近年来出现的食品安全问
题中， 极少涉及清真食品， 这说
明清真食品行业的规范性和自律
性很强。 目前， 中国的清真产业
已经走上品牌发展的道路， 全国
2400多个市县中， 约97%的市县
有清真产业， 其中专门生产清真
食品用品的企业约有6000多家，
经营户超过13万家， 中国与伊斯
兰国家的双边贸易10年来年均增
长30%， 显示出发展的强劲活力
和广阔空间。

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穆斯林企业家、 清真企业负
责人300多人参加， 将举办“清
真产业发展论坛及重点项目推介
会”、 “2013中国最具影响力十
大清真品牌” 评选等活动。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苏莉）今
天，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会
议，听取《湖南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和《湖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谢勇、刘莲玉出席汇报会。

据省总工会汇报， 目前全省国
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和事业单位基
本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100人
以上已建工会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
职代会制度的有3759家， 占44.5%，
全省共签订工资集体协议11991份，
覆盖企业56030家， 涉及职工251万
名。湖南江麓集团是我省积极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典型之一，实行工
资集体协商制度以来， 职工工资5年
翻了一番。湖南湘钢梅塞尔气体产品
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自
2001年试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

来，职工工资收入实现大跨越，人均
年收入达到9万元。

各市州人大内司委的调研结果
显示， 外资、 民营和分散性企业始
终是职代会建设和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的难点， 非公企业职代会建制率
及工资集体协商率普遍不高。 为解
决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协商“不愿
谈”、 “不敢谈” 的问题， 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总工会等部门
积极组织好区域性、 行业性工资集
体协商。 在企业规模小、 工会力量
薄弱， 不能单独进行工资集体协商
的地区， 着重抓好区域性工资集体

协商； 在同行业企业较多的地区，
着重抓好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如
临湘市浮标行业年产值过亿元， 浮
标协会成立后， 积极开展工资集体
协商工作， 职工人均月收入从1200
元提高到1800元。

目前， 两个条例的贯彻实施中，
还存在职代会建制率不高、工资集体
协商质量不高、 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谢勇、刘莲玉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 站在维护职工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转型和社会管
理创新的高度，有力有序有效地推动
两个条例的贯彻落实。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 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
悉， 科技部日前公布了2013年全国市、
县科技进步考核结果， 我省105个县
（区、 市） 通过了考核 ， 通过率为
86%， 较上届上升了6.5个百分点。 其
中， 望城区、 长沙县等40个县 （市、
区） 获评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市、
区）。 此外， 我省长沙市等6个地级
市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称
号。

科技进步考核是科技部组织开展
的对全国各市、 县科技进步总体情况
的考核， 每两年一次， 至今已进行
了 7次。 在此次考核中， 为突出湖
南科技工作特色， 在遵循全国科技
进步考核手册基本要求、 完成科技部

规定动作前提下， 我省结合国家农村
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试点省份的推
进， 把农村农业信息化工作作为加
权指标， 促进县 （市、 区） 党委政府
重视和支持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
设。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周小雷）为
梳理盘点一年来我省法治建设的发展
历程和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 宣传具
有法治意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 今天
下午，2013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
治人物暨法治事件”评选在长沙启动。

此次活动评选对象和标准为：
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凡我
省公民中或我省范围内出现的引起社
会公众广泛关注， 对社会生活产生较
大影响， 并对推进我省民主与法治建
设、弘扬法治精神、繁荣法治文化产生
积极作用的法治人物和法治事件。

法治人物评选， 需有强烈的法律
意识和法治观念，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以实际行动维
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保障法律
的正确实施，事迹突出；在推动我省法
治建设中某些方面取得了一致公认的

业绩、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同时有
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法治事件评选，要
求与百姓工作、生活密切相关，被普通
百姓广泛关注， 且对推动我省的法治
进程具有典型意义和较强的引导、促
进作用。

此次评选分为4个步骤。 第一阶段
为组织推荐，报送截止时间为2014年1
月31日。 第二阶段为初评及公示，由评
审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
定若干入围的候选人物和候选事件，
并通过湖南日报、 红网等媒体进行发
布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和评议。 同时对
公示的入围候选人物和候选事件进行
公众投票， 作为下阶段决选的参考依
据。 第三、四阶段为决选、发布。

会上还举行了2012年度“湖南最
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 颁奖
仪式。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乔伊
蕾）今天下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
部部长许又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刘莲玉在长沙调
研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情况。

目前，我省已初步形成了工会
推动、企业投入、职工参与的企业
文化职工文化建设格局。 全省已建
立省级及地方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15个，职工文化体育积极分子队伍
达到10万人；共有县以上工人文化
宫80个，2012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310个，培训职工3.25万人，来文化
宫参加活动的职工群众超过2000
万人次。

许又声、刘莲玉首先来到国家
电网湖南省电力检修公司，考察了
该公司的职工书屋、职工创新工作
室、企业文化展示中心以及职工文
化体育活动中心，对该公司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给予充分肯定。 在长沙
市工人文化宫，看到许多群众正在
舞蹈室认真排练舞蹈， 体育馆、游

泳馆里也人头攒动，许又声、刘莲
玉对此表示欣慰，并勉励工人文化
宫为群众开展文化体育活动进一
步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随后召开的“推进企业文化
建设，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座谈会
上，许又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
高度重视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
抢抓当前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机
遇，充分整合多方资源，打通文化
脉络，搭建文化平台，助推企业文
化发展，提升职工素质，满足职工
群众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他们提供精
品文化服务。 工人文化宫是工会为
职工群众提供文化娱乐活动的中
心场所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阵地。 要把工人文化宫建设纳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其在
公益性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刘莲玉强调，省总工会要守土
有责，解放思想，加大对职工阵地
建设的投入，整合资源，精准发力。

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16.6%

39个大类行业均整体实现盈利

刘舰平诗歌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并讲话

105个县（市、区）通过全国科技进步考核
其中40个获评全国先进

外来工可预订明年春运团体火车票
用工规模不少于50人、每批次购票5张以上企业可预订；湖南地区可预订节后

返程临客硬座票

全省签订工资集体协议万余份
省人大内司委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65个县市区启动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全国老龄委评估组来湘

弘扬法治精神 繁荣法治文化
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和事件评选启动

整合多方资源 搭建文化平台
许又声刘莲玉调研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12月3日，道县万亩蔬菜基地，来自云南的菜农背着小孩在劳作。 今年，该基地因生产

需要，提供了480个就业岗位，其中260个熟练工来自云南和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 1至11
月，基地共收获蔬菜6016吨，全部通过海关检测，销往港澳地区。 何红福 何华 摄影报道

云贵菜农
道县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