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伟
锋）今天，我省在株洲召开全省大气
污染防治现场会。 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陈肇雄要求， 要坚持标本兼治,
强化工作措施， 坚决打好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加快，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防
治形势十分严峻。 为尽快解决大气
污染问题，国务院下发了《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我省也制定出相应
实施细则， 力求通过5年左右的努

力，使全省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
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

陈肇雄强调， 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已刻不容缓， 既要立足当前解决
突出问题， 更要着眼长远解决源头
问题。 要突出抓好顶层设计， 注重
把大气污染防治与转型发展、 建设
生态文明、 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
来。 要突出抓好结构调整， 注重优
化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和生产、 生
活、 生态空间布局结构， 抓住从源
头上解决大气污染的“牛鼻子”。

要突出抓好污染减排， 注重重点行
业、 重点企业、 重点面源、 重点地
区的污染治理， 最大限度减少污染
物排放总量。 要突出理顺体制机
制， 注重创新市场运作、 区域协
作、 考核评价、 信息公开机制， 激
发和调动各方面防治大气污染的积
极性。 要突出抓好能力建设，
注重提高环境监测、 执法监
管、 应急处置和科技支撑能
力， 全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标准化、 专业化、 精细

化水平。 要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分
工、 落实责任、 营造氛围， 以踏石
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 坚决打好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努力实现我
省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会上， 各市州政府向省政府递
交了大气污染防治责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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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令飞

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
了我省《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刑事案件执行数额标准的规定》。 该
规定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老板若
恶意拖欠1人工资6000元以上达3个
月， 或拖欠10人工资累计4万元将受
到刑事处罚；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最
高可获刑7年。（12月24日《三湘都市
报》）

在我省，恶意欠薪入罪，终于有
了明确标准。以法律手段加重欠薪处
罚，能在维护公平正义、救助弱势群
体中体现法律的尊严。对正为讨薪发
愁的农民工而言， 无疑是有力的支
撑。

然而 ，我们为此举 “点赞 ”的同
时，不得不注意到一个现实：岁末年
初，“欠薪” 事件屡屡见诸报端，“清
欠” 仍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不禁让人反思，现实中，欠薪问题
何以仍未彻底解决？

原因在于，严刑峻法还难从根本
上改善欠薪这一社会问题滋长的大
环境。

欠薪问题的累积，成因复杂。 农
民工目前在总体上仍然供大于求，处
于弱势地位，不能平等地与雇主进行
谈判，包括平等签署劳动合同。 再加
上社会依法维权成本太高，申诉渠道
有限，缺少工会组织，难以对用工者
进行有效监督等等。 企业强势，对弱
势劳动者权利的践踏也就在所难免。

客观来讲，这一切的确无法靠严
刑峻法来解决，而应有赖于社会的系
统整治，有赖于社会的文明进程。

基于此，面对“恶意欠薪”，政府
要打好“组合拳”。 一要事前预防，如
在企业全面推广农民工工资 “保证
金”、“储备金”制度；二要严厉处罚，
如工商行政部门在企业年检时，对拖
欠工资的用人单位要加重处罚、暂缓
年检，甚至吊销其营业执照。再者，加
强社会舆论监督，建立企业信用档案
制度等等。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何国
庆）今天，省教育厅提供的全省普通
高校2013届毕业研究生、 本专科毕
业生就业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7月
31日， 全省大学毕业生已就业
261846人， 初次就业率84.59%，比
去年下降2.19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7.19个百分点。

2013年，我省普通高校共有毕
业研究生和本专科生共309537人。
按学历层次统计， 毕业研究生
16468人，已就业14594人，就业率
88.62%，同比下降2.01%；本科毕业
生142919人， 已就业121990人，就
业率85.36%，同比下降0.57%；高职
专科毕业生 150150人 ， 已就业
125262人，就业率为83.42%，同比
下降0.01%。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数据（截
至2013年7月31日） 是省教育厅在
各学校报送数据的基础上，采取抽
样调查、实地走访、数据分析、监测
与核实等办法获得的。 数据显示，

就业率在90％以上的有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中
医药大学等18所高校和科研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
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
科技大学等一本院校初次就业率
也都在80％-90％之间。 就业率在
70％以下的有湖南师范大学树达
学院、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电
子科技职业学院、中共湖南省委党
校4所学校。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高
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略有下降，主
要原因是毕业生总量压力进一步
增大、 用人需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等。 当前毕业生就业更趋灵活和多
元化，就业率是动态变化的，各普
通高校、有关单位应理性看待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 不宜将不同地域、
不同办学层次、 不同类型学校、不
同专业及不同统计时点的毕业生
就业率进行简单比较。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实习生 左栀子）2014年春运从2014
年1月16日至2月24日，共计40天。 记
者今日从全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上
获悉，2014年我省春运旅客发送量
将达1.08亿人次，同比增长3.7%。 副
省长黄兰香在部署我省春运工作时
要求，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和运输企
业要统筹部署增强运力，严防事故保
障安全，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舒适出
行。

黄兰香指出，由于今年我省客流
量大，特别是节前学生流与民工流高
峰重叠、 年关重点物资运输任务繁
重， 将给我省客货运输带来一定压

力。 各运输部门要科学制定预案，最
大限度发挥运力， 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 确保不发生大规模旅客滞留现
象；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
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要切实完善春
运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应急机制，不
打无准备之仗；要进一步优化运输服
务质量，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文明
的春运服务。

黄兰香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
组织领导，落实运力组织责任，认真
科学分析今年春运形势，向广铁集团
积极争取更多运力投放湖南市场。要
着重保障安全生产， 排查安全隐患，
保证群众春节顺利出行。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 汤芳）从26日起，旅客
无需在柜台办理登机手续了，凭身份
证就可直接过安检登机。记者今日从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将于
26日推出“一证通关”、“微信值机”、
“城市值机” 等3项通关便捷服务，旅
客乘机将更加方便。

“一证通关”服务，即，从长沙机
场出发持二代身份证的旅客，不再需
要到值机柜台现场办理登机手续，可
直接前往专属安检通道登机。旅客在
出示身份证后，安检口的微型打印机
会随机分配座位打印出一张登机凭
条，安检人员在凭条上盖章后，旅客
便可“一证通关”。 目前，该服务仅适
用于无托运行李旅客，有托运行李的
旅客，需先到值机柜台进行行李托运
后，再到专属安检通道通关。

“微信值机” 服务，
即，旅客只需通过手机搜
索长沙黄花机场官方微
信号（CSA96777）或扫

描官方微信二维码后进行关注，即可在微
信上选择座位。旅客无需到机场值机柜台
打印登机牌， 可直接前往安检专属通道，
凭二代身份证打印登机凭条登机。

“城市值机”服务，即，在长沙南
站转车至长沙机场乘机的旅客，可在
长沙南站的城市值机代办点办理值
机手续，领取和机场值机柜台一模一
样的登机牌，直接乘“机场快线大巴”
前往机场登机。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总经理喻辉介
绍，“一证通关”及“微信值机”服务目
前仅适用于持有二代身份证的国内乘
机旅客，暂不支持国际客票、儿童票、
婴儿票、军残等特殊旅客和持有护照、
港澳通行证等其他证件的旅客办理。

机场提醒旅客，“一证通关” 的开
办时间为航班起飞前3小时，建议旅客
在航班起飞前45分钟到达安检通道办
理相关手续；办理“微信值机”的旅客
在航班起飞前50分钟到达安检通道；
需要在武广高铁站进行城市值机的旅
客需要在120分钟前办理完毕。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于振宇）
今天上午，湖南省2014年“共青团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座
谈会在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谢勇出席并讲话。

该活动旨在引导青年有序参与
民主实践、 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从
2007年开始，至今已举办5次。

会上， 部分省人大代表、 省政
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 学生、 家长、
教师40余人， 围绕“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需求与服务利用” 的主题，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代表、 委员们

表示， 将通过提交议案和开展执法
监督、 专题调研等方式， 推动全社
会共同关注、 关心青少年心理健康。

谢勇强调，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是个非常及时、非常紧迫的课题。 要切
实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在各级
党委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 各级人
大、政协要通过“两会”提案、议案或向
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突出
重点，形成合力，每年重点解决1至2个
突出问题， 切实推动我省青少年心理
健康服务的发展和完善， 促进青少年
健全人格的养成和身心和谐发展。

根治欠薪，政府要打“组合拳”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何淼
玲 通讯员 禹爱民 詹恒清 ）12月
24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原秘书长
白开文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一
案在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

白开文， 男，1963年8月出生，
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张家界市人

民政府秘书长、 市政府办公厅主
任。 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犯罪，
于2013年8月14日被逮捕。

公诉机关指控：白开文在担任
张家界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张家界科技工业园）主任、张家界
经济开发区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期间，在土地审批手续未经国土部
门办理完成的情况下，擅自决定让
部分企业违规入园建设，以及违法
占用土地修建防洪堤一期、防洪堤
二期等工程，导致国有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2002年6月至2013年初，白
开文在担任常张高速公路张家界
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家界机
场扩建工作建设协调指挥部副指
挥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
人贿赂共计830.5万元。

由于案情重大，法院将择日宣
判。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共青团与代表委员面对面

我省部署2014年春运工作

春运旅客预计达1.08亿人次

黄花机场推出3项快捷登机服务

凭身份证可直接过安检登机
微信关注、长沙南站可办登机手续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现场会提出

力争5年左右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陈肇雄要求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12月25日， 我省危险化学品长输管线泄漏爆炸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
岳阳市云溪区道仁矶镇巴陵石化八号沟灌区至码头的长输管线枫桥湖段
举行。 演练检验了应急通信系统保障和各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
力。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彭展 摄影报道

涉嫌受贿800余万元
张家界市政府原秘书长白开文受审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略降
为84.59%，比去年下降2.19个百分点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 今天， 中联重科在北京召开
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式收购全球
干混砂浆设备第一品牌--位于德
国Neuenburg的M———TEC公司。
这是中联重科又一次大手笔海外
并购 。 中联重科通过高位嫁接
M-TEC技术， 也将一举成为干混
砂浆设备的第一品牌。

此次被收购方M-TEC公司成
立于1978年， 是全球领先的干混
砂浆设备供应商， 也是全球唯一
的同时具备研发生产干混砂浆站
类设备及干混砂浆施工设备的公
司， 产品贯穿干混砂浆生产全过
程， 市场覆盖全球55个国家和地
区。

早在2007年中联重科即着手
研发干混砂浆成套设备，实现了核
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制，并已经向市
场推出了相关产品。 从进驻干混砂
浆设备领域伊始，中联重科就致力
于开发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从生
产、 物流到施工整个环节成套设
备，实现贴合市场的创新式用户体
验。 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向系统解
决方案的提供商的转变，意味着对
企业综合研发能力更高的要求。 选

择并购M-TEC明显考虑到了对方
在这方面的优势。

分析人士指出， M-TEC为全
球干混砂浆设备第一品牌， 并购后
将极大提升中联重科在此领域的
品牌知名度， 而销售渠道的互补更
能帮助中联重科将干混砂浆设备
业务拓展至全球领域。

近年来， 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
公司积极寻求战略转型， 不断将机
制砂设备、 干混砂浆成套设备、 连
续级配搅拌楼等代表未来行业方
向的新兴产品推向市场， 尽占先
机。

干混砂浆是能够广泛运用于
建设工程一种新型建筑材料， 在欧
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
随着我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继
商品混凝土广泛普及后， 国家已将
开始进一步推广干混砂浆。 据专家
估计， 全球干混砂浆市场的中心将
逐步向亚洲转移， 预计到2017年，
亚洲干混砂浆年需求量将占到全
球需求的74%。 中国干混砂浆市场
将步入一个快速发展通道， 预计
2017年，干混砂浆需求量将达到1.9
亿吨。未来五年，中国设备需求将快
速增长，年增长率超过70%。

收购全球干混砂浆设备第一品牌

中联重科海外并购再现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