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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全 薛敏） 记者今日从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获悉， 黄花机场今
天完成旅客吞吐量56117人次， 创春
运客流新高。 预计29至30日依旧保
持客流高峰状态， 30日起客流将有
所下降。 目前， 节前长沙往三亚机
票已经售完。

1月16日至28日， 黄花机场共完
成旅客吞吐量66.3万人次， 同比增长

28%。机场售票部门介绍，今日起至除
夕（30日）当天，由长沙出发前往北
京、上海、深圳、广州、 成都、 厦门等
城市的机票票源充足且折扣较低；
由长沙出发前往海口、 哈尔滨等地
区的机票比较吃紧且基本没有折扣；
由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已经全部售
空； 由长沙飞往张家界的机票尚有
部分余票； 由长沙飞往芷江的机票
已经全部售空。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侯全仁）“我和父亲要乘坐
K210次到杭州，父亲的腿脚刚刚做了
手术， 进站时能帮忙提供担架吗？”
28日， 衡阳火车站总值班员黄斌接到
了旅客打来的电话。 不到3分钟， 车
站马上为这位旅客联系好了担架， 并
在进站口做好迎接准备。

这是衡阳火车站在春运期间推出
的“雁之情3分钟服务热线”。 车站在

进站口的公开栏里， 向旅客公布了
15173467663、 15173467699两条手
机服务热线。 每天， 总值班员和副总
值班员负责接听热线， 并承诺： 旅客
只要拨打了其中的一个电话， 工作人
员就会在3分钟之内赶到， 为旅客提
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自1月16日进入春运以来， 该站
通过“3分钟服务热线”为旅客解决各
种困难200余个、解答问询100余次。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左桅子

用工难、负担重、配套企业不全、审批手续繁
多……省商务厅日前举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
上，32家外商投资企业和产业转移企业的负责人
实话实说，面对副省长何报翔和省直20个涉外部
门负责人，大倒“苦水”。

在湘外企快速成长，去年新增572家
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77.21%

� � � �外资企业，正在湖南这片热土上快速成长壮大。
据省商务厅统计，去年我省新批外资企业572

家，同比增长2.1%；新批合同外资77亿美元，同比
增长5.3%； 实际利用外资87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6%。按商务部统计口径，我省实际利用外资居
中部第一，全国排名第12位（与去年持平）。至2013
年底，来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31家。

越来越多的外资投向第三产业， 外资利用结
构更趋合理。2013年，我省实际利用外资在一、二、
三产业的比重为6.01：67.43：26.47（2012年为3.44：
78.78：17.86）， 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77.21%。

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结构性缺工严重
蓝思科技缺少1万名技术工人

2014年，不少在湘外资企业准备扩大生产规

模。不过，成长的过程中，企业也遭遇到不少
“成长的烦恼”。

岁末年初， 蓝思科技开始在长沙大力招
工，电台、报纸、网站都出现了蓝思科技的招
工宣传。“技术工人缺口达1万人。”蓝思科技
副总彭孟武说。

作为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之一， 九兴控
股集团目前已在湘设有12个厂，集团去年在
湖南实现出口创汇近5亿元人民币，解决近2
万人就业。今年，九兴将启动箱包投资项目，
而制造端部分所需要的美工设计人员极为缺
乏。 九兴控股集团副总裁张志虎称：“在湖南
的高职院校中， 传统制造业中的美工设计专
业几乎是空白。”目前九兴正着手与湖南高校
洽谈合作，培养储备人才。

上海大众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技术工
种人员基数大， 但机电控制系统技术人员相
对缺少。 上海大众长沙分公司负责人林元航
称：“相比较上海， 湖南高等院校培养的机电
专业人才跟我们的需求有一定差距， 这次在
湖南招的1000多名工人，都需要进行另外的
培训。”

省商务厅负责人分析，2014年， 广汽菲
亚特、 九兴控股集团等外企在湘都有扩大生
产规模的计划， 招工量扩大是招工难的主要
原因。此外，湖南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由
于职业教育培养和企业需求存在一定的错
位，造成结构性缺工严重。

用工成本不断上涨，社保负担过重
农民工1个月工资近一半缴了社保

“农民工1个月的工资几乎一半缴了社保。”在永
州投资的台资企业凯盛鞋业总经理张维泰介绍，在
凯盛，一个农民工每月全部缴的社保费用(包括个人
和公司缴的部分)达工资的一半左右。农民工流动性
较大，一般难以达到15年养老保险缴纳期限，一些农
民工更愿意选择不缴纳社会保险而薪水稍高的工
作，这也导致了招工难。

在凯盛鞋业工厂， 农民工占工人总数的85%，45
岁以上的员工占到了46%。更让张维泰感觉到压力的
是，凯盛鞋业所在的永州市社会职工的平均月工资基
数为2265元，比在广州的2139元还要高，这给利润微
薄的劳动密集型制鞋企业增加了大量生产成本。

博世汽车部件长沙负责人李永寿也认为， 新一
代的工人对工资待遇要求越来越高， 企业用工成本
不断上涨，社保税费负担依然较重，企业盈利空间缩
小等问题非常突出。

介面光电湖南总经理孙文正认为， 湖南省内光
电产业链不完整，制约了介面光电在湘的发展，公司
的许多配件必须去苏州等地采购， 大大增加了企业
的物流成本。孙文正期待政府有针对性地招商，引进
上下游配套企业。 湖南旺旺
食品副厂长傅集雅提出，评
审会议太多， 希望能进一步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

外企在湘遭遇“成长的烦恼”
———湖南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侧记

春运进行时

黄花机场客流高峰持续

节前长沙飞三亚机票售完

衡阳火车站：

“3分钟服务热线”为旅客解难

新商务

1月27日是缅怀大屠杀遇害者的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是苏联红军解
放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69周年纪念
日，也是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70周年
纪念日。 当天，德国总统府、总理府、
各部委及下属各机构均降半旗，多个
组织和机构在首都柏林举行各种纪
念活动，悼念遇害者、反思历史。

14时，德国联邦议院为悼念遭纳
粹屠杀死难者举行了追悼会，德国总
统高克和总理默克尔均出席纪念仪
式。今年追悼会主讲人是来自俄罗斯
的作家丹尼尔·格拉宁，95岁高龄的
格拉宁是列宁格勒大封锁的一名幸
存者。

在演讲中，格拉宁回顾了德军对
列宁格勒长达约900天的封锁， 以及
封锁带来的“灾难性事件”。 他说，那
时没有电，食品紧缺，每天有很多人
死于饥饿。

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拉默特表示，
除了纪念在列宁格勒大封锁中死去
的人们，此次追悼会也悼念在纳粹集
中营中被杀害的人们，以及因为抵抗
和救助他人而遭迫害的人们。

纪念日当天，高克在写给俄罗斯
总统普京的信中说，“想到纳粹德国
针对苏联发起的歼灭战，我只有深深
的悲痛与羞愧”。

“德国认识到对列宁格勒居民所
造成的伤害负有历史责任，也认识到
德国纳粹的残暴战争罪行，” 高克在
信中写道，“人们所遭受的巨大苦难
让我们依然深感震惊。 ”

德国各界民众当天也对德国的
历史进行了反思。 柏林一数字通信机
构顾问卡特琳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她
对德国政府今天仍在缅怀二战遇害者
的做法表示认同， 认为这很重要，“回
顾历史是对未来的提醒和警告， 从而
避免这种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

作为柏林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协

会和反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主席，福尔
克马尔·哈尼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之一，他感到有义务去悼念上百万因
法西斯而死去的人们。

“我认为，纪念遇害者是联邦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哈尼施说，
“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件很
不光彩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来自外国
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 日本政府的做
法不合适，对此人们只能摇头。 ”

柏林27日还举行了多种纪念活
动。德国历史博物馆提供了免费入场
的特别节目，播放被视为大屠杀电影
研究里程碑的纪录片《浩劫》。欧洲被
害犹太人纪念碑的所在地也举办了
悼念观光等纪念活动。

2005年11月1日， 在联合国总部
召开的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
由104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
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
纪念日”。 （新华社柏林1月27日电）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德国各界反思历史

对纳粹侵略感到羞愧
新华社记者 冯玉婧

1月27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两名游客走过犹
太人纪念碑群。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日本文部科学省28日宣布修改
“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要求将日方
有关“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和竹岛（韩国称独岛）的立场
写入教科书。这是安倍政权将民粹主
义和极右历史观“从娃娃抓起”的又
一露骨动作。

但是安倍政权的这一新花招改
变不了日本的侵略史实，也改变不了
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基本事实。

根据新方针， 今后日本中学的历
史、地理、社会、公民等教程中，都将把

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和韩国实际控制
的独岛明确为日本“固有领土”。 不仅
如此，关于竹岛和钓鱼岛，新方针要求
分别强调“韩国非法占据”、“不存在领
土争端问题”的日本政府立场。

教育与修宪、扩军同列 ，是安倍
发誓“光复强大日本”的主要发力点。
安倍上台后在教育领域推出了一系
列“历史修正主义”新政。安倍的终极
追求显而易见———将侵略历史和由
此生发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精神从日
本教科书和日本人脑海中彻底清除
出去，让日本在没有任何“历史包袱”
的状态下欣然走向重新武装乃至军

国主义道路。
此番修订学习指导方针，恐怕意

味着扭曲的“安倍历史观”和“教育观”
今后将渗透到日本的每一个教室，每
一间课堂。 长此以往，日本的下一代、
甚至下下一代不仅将继续淡化侵略历
史记忆，更因受到错误历史观诱导，自
小滋生对他国的敌意和憎恨。

但是，不管安倍政权使出什么新
花招，任何篡改历史事实的企图都是
注定要失败的。 安倍政权应尊重历史
事实，拿出实际行动改善同邻国的关
系。 这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据新华社东京1月28日电）

据新华社东京1月28日电
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
28日在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
称，日本政府已决定修改“学习
指导要领解说书”，要求将日方
有关“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
及其附属岛屿）、竹岛（韩国称
独岛）的立场写入教科书。

“学习指导要领解说书”是
日本教科书编纂和教师授课的
指南。当天，文部科学省向日本
各地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解
说书的通知， 并要求各出版社
在编纂教科书时反映日本政府
的相关立场。 此次修改范围包
括初中社会科学、 高中地理历
史、公民科等教科书。

日本共同社的消息说，“学
习指导要领解说书”约十年修订

一次。 日本政府原计划在2016
年进行全面修订，此次提前修改
受到了安倍政权“重视领土教
育”的影响。共同社认为，日本政
府修改教科书的指令必将招致
中国和韩国的反对。

据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对于有报道称日本文部科学省
决定在初高中教科书编写指南
中写明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
土”，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日
表示，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 华春莹强调，“我们敦促日
方尊重历史事实，停止挑衅，以
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
以实际行动为改善与邻国关系
作出努力。 ”华春莹说。

日决定在教科书中
添加领土主张内容

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华时评 安倍新花招改变不了历史

连日来， 泸
溪县富泰公司员
工忙着将椪柑装
车运往省外。 经
过近年的改良提
质， 泸溪椪柑俏
销 。 春节前夕 ，
从各地到该县采
购椪柑的客户络
绎不绝。

向民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