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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秦
慧英 通讯员 李湘华） 记者今天从
省保监局获悉， 湖南目前已停止受
理保险销售 （含保险代理）、 保险
经纪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审批事项，
并已全面取消保险营销员资格考
试。

近日， 保监会已正式下发 《关
于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要求以后保险营销员不

再以代理人资格证书作为上岗的前
提。 这意味着， 今后市民想要从事
保险销售工作， 无需再参加考试。

数据显示， 截至2015年6月底，
我省执业登记的保险中介从业人员
21.8万余人。“以往保险资格考试总
会卡住一批人，考试取消后，预计我
省保险销售人员会大幅扩容。 ”省保
险行业协会秘书长曹瑞华表示，湖
南保险行业总保费今年有望突破

800亿元， 正在冲刺千亿产业的路
上，无疑需要更多的生力军。

“这并不意味着保险从业者没
有了门槛。 ”省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则
表示，考试取消了，但从事保险销售
工作的条件没有取消，保险法和《保
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 等法律
法规中， 均明确规定了保险销售从
业人员的从业条件。 下一步，保监局
将尽快制定完善保险中介从业人员

相关管理制度， 以保证放开审批前
端的同时，严格管控后端，做到无缝
对接。

曹瑞华则认为， 取消保险资格
考试， 等于将增员主动权交还给市
场主体， 既是对保险公司选人用人
的挑战，也给了各公司更多“各显神
通”的机会，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活力， 推动保险市场健
康发展。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李
伟锋）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
发布会， 邀请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
介绍我省无线电管理情况。

截至2014年底， 我省合法无线
电台站已达10万台， 无线电资源的
使用与管理面临新挑战。 今年7月，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
无线电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 这
为加强无线电频率资源管理提供了

重要法律依据。
该《条例》共八章三十九条，涵

盖无线电频率资源管理、 无线电台
（站）管理、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安
全保障、无线电监测和监督检查、法
律责任等内容。

谢超英介绍，与以往实施的《湖南
省无线电管理办法》相比，《条例》更好
地体现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对
无线电管理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进行了规范， 加重了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 根据该《条例》，今后无线电台
（站）布局将列入专项规划，较好破解
城市通讯基站选址难；对民航、交通指
挥等重要无线电设备， 划定电磁环境
保护区；对非法使用伪基站，以及随意
向用户发送非法广告、 垃圾短信等行
为，处以最高20万元的罚款；对确有必
要使用手机信号屏蔽器的行为， 必须
严格按技术规范实施， 使用者必须事
先在使用区域内公告屏蔽范围和时
间，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屏蔽设备。

唐爱平

车脏了没时间出去洗，怎么办？ 坐
在家里拿出手机，简单几步操作，就有
洗车技师上门为你服务。

那天， 中午要去接客人的刘先生
发现车脏得见不得人， 而自己还有一
堆事要办， 急得跳脚! 他在朋友圈求
救，就有热心人出来指点:装个上门洗
车软件，让人上门服务。

果然， 扫一扫朋友发过来的呱呱
洗车二维码，下载安装一个洗车APP，
按要求操作，从下单成功，到洗完车，
全程用了不到40分钟。 价格也不贵，算
下来，甚至比洗车店还便宜。

如今，消费者线上点单，商家上门
服务，这种新出现的上门O2O服务,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光是洗车，从
美甲、按摩到做饭、洗衣……几乎包括

了你能想到的生活服务的各个方面：
多元化的上门服务项目开始深挖

市场， 让人们好好体验了一把移动互
联网带来的便利。

如今，互联网+处在风口上，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让各种服务业有了很强
的信息化属性，快捷、方便正在让服务
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服务商
而言，越是热闹的时候，越应该反思。无
论是什么内容的O2O服务， 线上 “相
约”，人们看重的还是线下的服务质量，
可以说质量和口碑决定“生死”。平台必
须保障用户线下的体验，最好有完善的
质量管理体系，以及用户赔付措施。

对于消费者而言， 上门服务也存
在一定的隐患，比如隐私、安全等等，
如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也是相关部门亟待思
考与解决的问题。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周雄）上个月，我省
截获违禁进境邮件数量超过去年全
年总量。 今天，记者从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了解到，7月份， 检验检疫
部门在长沙国际邮件监管中心查验
进境邮件6.8万件，截获违禁邮件208
件，单月截获率为3.1‰，首次超过了
全国平均截获率。

被截获的“洋包裹”里违禁物品
五花八门，以违禁食品数量最多，主

要包括来自日本核污染地区的婴幼
儿奶粉和麦片172件、禁止进境的肉
制品、鱼罐头、酸奶、干燕窝等共22
件。 美容用品也不少，人体胎盘素、
肉毒杆菌、鸡冠提取物等超过10件。
此外， 还截获到放射性物质超过本
底值120倍的矿砂多件。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
对这些违禁邮件已依法退回196件，
限期补办手续10件， 还有2件重复
寄递的违禁邮件被销毁。

面对违禁进境邮件数量“暴
涨” 的风险， 我省检验检疫部门加
强了风险分析与布控， 对面单信息
100%筛查， 所有进境邮件都要通
过X光机检查和放射性监测仪监测，
可疑邮件全部实行开包检查。 据
悉，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正在深
化与海关等部门合作， 以及时移交
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检验检疫部门
重点关注的来源国物品、 检疫性物
品。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王巧农 许群飞）8月28日，
在永兴县鲤鱼塘粮库托市粮收购现
场， 粮农郭水根满脸笑容地说：“以往
卖谷子，要人工一袋一袋背进仓库，费
时费力。 现在不用背了，而且卖完谷，
钱马上到账。 ”这得益于“互联网+”模
式在托市粮收购中的成功应用。

永兴粮食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
“互联网+”模式应用到托市粮收购中，
一是实现了收购流程网络化、数字化、
自动化。 收购人员检测定级后， 从称

重、清杂、扣量到入库等工作，全部由
机械操作代替人工作业， 票据在网上
生成。 二是实行计算机结算、 网银支
付。 粮农只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和银行卡， 售粮款全部由网银系统支
付，业务办理完成后即刻到账，极大地
方便了售粮群众。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永兴县
执行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托市
粮收购于8月10日正式开秤，设鲤鱼塘
粮库、柏林粮点两个收购点，预计今年
全县早稻托市粮收购量约8000吨。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毛敏轩）
《长沙市全民创业带动就业五年行
动计划（2015-2019年）》（以下简
称《计划》）近日出炉。计划指出，长
沙5年内将新增创业主体40万个
以上，引领2万名以上大学生创业。

《计划》中提到，到2019年底，
全市将带动80万以上城乡劳动力
就业，新增城镇就业60万人，就业
困难人员再就业20万人，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25万人，新增创业
担保贷款5亿元以上， 零就业家庭
实现100%动态清零， 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4%以下， 创业带动就业将
会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倍增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还鼓励机
关事业单位人员和科技人才创业。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创业在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前，其原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
年限，按相关规定可视同缴费年限
与辞职创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
职和离岗创业，对经单位同意离岗
创业的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

湖南日报 8月 2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郑
琦 谢小飞） 今天上午， 长
炼HSE部员工陈素玲手持
相机来到储运作业部原油
罐区， 进行现场安全检查
并拍照考核。 近段时间 ，
她每天都要现场巡查1-2
次， 排查隐患列入台账管
理。

长炼公司、 作业部两
级HSE人员加大对油气罐
区“四不两直” 检查频次，
车间安全人员不定时巡查
现场， “安全天天查” 已
成罐区安全管理新常态。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
长炼立即组织重点生产部
位安全检查， 生产单位自

查自改， 职能部门督查督
办， 定期检查结合随机抽
检， 严格考核兑现。 他们
实施信息化管理， 所有问
题查出当天即录入隐患治
理项目计算机管理系统 ，
并明确管理办法、 责任人
员、 整改措施和日期， 重
大隐患分级挂牌督办， 周
查月结。 8月以来， 罐区现
场安全检查共计发现隐患
82项， 并整改到位。 “我
们共计排查罐区压力容器
89台 、 油品储罐 180台 、
油气管线近40万米、 监测
报警设施 204台套 ， 罐区
安全检查全覆盖 、 多频
次。” 储运作业部安全总监
肖军表示， 对设备、 安全

设施存在隐患的储罐和管
线， 一旦查出将立即停用
整改。

作为安全管理重点部
位， 罐区安全检查贯穿了
从管理制度、 设备设施 、
现场作业到评价考核的全
过程。 目前正着力抓实设
备设施隐患、 作业票证管
理、 生产操作规范等易发
现、 易整改的问题， 逐步
向管理制度缺陷等深层次
问题推进。 同时正在油品
公路出厂装车区域建设油
气密闭回收设施， 预计10
月投用， 装车作业将不再
有油气挥发， 实现环保、
创效双赢， 并提供更加可
靠的安全环境。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通讯员 夏
伟雄 记者 李文峰)“对干式灭火器的
有效期限，一定要经常检查。 ”今天，
在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危化品库
房内，一名安全检查员对库管员进行
消防安全检查指导。 他告诉记者，近
日公司迅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株洲
市安委会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
危化品存放运输安全管理。

据了解，为深刻吸取天津“8·12”
事故教训，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迅
速行动起来，从制度完善、规章执行、作
业习惯、管理现状、运输条件、人员素养
等各方面， 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
大检查。 公司储运部安全管理负责人

介绍，公司危化品库房保管易燃、易爆、
有毒、易挥发的油脂、油漆、胶水等物品
80多种80多吨， 还存放各种气瓶100
个，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为确
保这些物料安全存放， 公司采取有力
措施，保证库房所有通风、恒温、消防设

施正常有效，并加强作业员工培训，提
高其业务技能和预案处置能力。 对火
险隐患，采取了物理隔离方式，并对运
输设备更新防爆功能， 还加大了安全
监督检查力度，对检查频次、范围、重
点、方式等也都作了大幅调整。

湖南取消保险营销员资格考试
保险营销员将只登记不考试

《湖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下月实施

非法使用伪基站最高可罚20万元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欧阳承新） 我省强震动观
测手段实现了零突破。 今天， 记者从
省地震局获知， 经过两年多的设施建
设和一年多的试运行， 中国地震背景
场探测工程湖南分项目本月通过中国
地震局全面验收， 正式投入运行。

中国地震背景场探测工程是国家
地震安全计划的组成项目之一， 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观测台网、 科学探测系
统、 数据处理与加工系统三大部分，
规划建设测震、 重力、 地磁、 地壳形
变、 地电、 地下流体、 强震动7种观
测手段的593个固定台站， 4个流动观

测系统； 购置400套宽频带数字地震
仪系统、 100套高频带流动地震观测
仪器系统以及4套车载流动单元系统；
建设测震、 前兆两个数据中心。

湖南分项目建设任务包括浏阳测
震台、 新宁清江地下流体台及临澧、
澧县、 汉寿、 石门、 安乡5个强震台
和7个流动观测台站等， 总投资309万
元。 整个项目于2014年3月已建设完
成， 同年5月投入试运行。

省地震局表示， 该项目通过验收
并正式运行， 将大幅度提升我省对于
地震应急流动观测的能力， 有效提高
全省地震监测整体水平。

中国地震背景场探测工程湖南分项目通过验收

全省地震监测整体水平
有效提高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秦慧
英）“黑色星期一”让股民揪心不已，所
幸周五继续前日大反攻趋势， 沪指涨
4.82%，收复3200点关口，创业板指表
现最强大涨超6%，近600只个股涨停，
股民们暂可开心过周末了。

板块方面， 涨幅最多的是公交、
非汽车交运、 贸易、 国防军工， 涨幅

最少的是银行、 保险、 证券、 饮料制
造。 湘股全线飘红， 华天酒店、 南华
生物等17只股票涨停， 44只股票涨幅
超5%。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当前利好消
息较多， 但在股指没有站上3400点年
线的背景下， 投资者整体仍应谨慎对
待，控制好仓位。

沪指再涨近5%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通讯员 刘
婷 记者 曹娴 曹辉）8月26日， 湘潭
市一起由无证鞋厂露天焚烧废料的环
境污染事件， 被该市雨湖区环保局及
时制止，并对该无证鞋厂当场查封。记
者今天从雨湖区环保局获悉， 该局已
对该鞋厂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
查。

26日17时许， 雨湖区环保局接到
先锋工业园工作人员反映，称“位于原
恒盾集团厂房内有皮鞋生产企业正在
焚烧废弃物，气味难闻”。 环保执法人
员立即前往现场调查。 执法人员在现
场发现，焚烧点有两处，一处在厂房旁
边堆放废弃物的空地上， 另一处在车

间门口的废油桶内焚烧，黑烟滚滚，焦
臭味扑鼻而来。 执法人员要求工厂负
责人迅速将火熄灭。 通过快速空气质
量检测仪对工厂附近6个点进行监测，
结果显示， 焚烧附近环境空气质量较
同时段该地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明
显劣化。

经调查， 该厂主要经营鞋底制造
批发兼零售，有聚氨酯鞋底、橡胶鞋底
生产车间， 该厂露天焚烧的废弃物为
喷漆工序产生的沾染过油漆的废纸、
废手套、废口罩和废物料桶。因该厂未
办理环评手续和排污许可证， 以及危
险化学品未申报使用登记， 执法人员
依法查封该厂的生产车间。

湘潭一无证鞋厂
露天焚烧废料被查封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周月
桂）“互联网+”小微企业的创业创新正
成为时下的热点。28至29日，2015小微
企业创新转型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现场12个项目进行了路演， 其中多数
与“互联网+”相关，10多家金融机构现
场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此外，
10多家投资机构现场投资路演项目、
分享投资经验。

论坛由纵一控股主办， 参加路演

的有家居O2O平台、农产品电商、网络
营销、餐饮、教育等项目，多数项目与
“互联网+”相关。纵一商学院院长梁超
表示，一直以来，小微企业的信息化投
入不足,“互联网＋”将彻底改变小微企
业的经营、资金、管理模式，小微企业
需要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创新和
变革， 让互联网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
推动力， 最终完成企业互联网化的转
变，成就“智慧小微”。

“智慧小微”长沙路演

永兴“互联网+”助力托市粮购

线上“相约”，线下定“生死”

来湘“洋包裹”里违禁品增多
进境邮件截获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5年内新增创业主体
40万个以上

长沙全民创业带动就业
五年行动计划出炉

长炼油气罐区“安全天天查”

8月 28日 9时 25分 ，
龙山县果利河大桥T梁
全部架设完毕 ， 为10月
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
该桥是龙 （山） 永 （顺）
高速龙山县城连接线的
控制性工程 ， 西接龙山
县城长沙路 ， 东连龙山
县G209绕城公路 ， 桥梁
长457米、 宽27米。

胡域 摄

中车电机加强危化品安全管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8月 28日

第 201523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47 1040 464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682 173 117986

4 23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86762
0 1235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38
1183
13519

33
32
400

112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087
141363

541
388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5年8月28日 第201510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1806 07 12 19 22 29

谈经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