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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曹
娴）10月31日至11月3日， 长沙红星国
际会展中心将举办“2015（首届）湖南
中韩经贸文化活动周”。 届时，将有超
过100家韩国食品、餐饮、美容、化妆品
企业以及300家湖南企业参加展览，开
展贸易洽谈。 这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
“2015（首届）湖南中韩经贸文化活动

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消息。
“活动周”设置“两馆六区一个活

动日”，展区面积38000平方米，“两馆”
即韩国馆和国内馆，“六区” 即美丽展
区、科技展区、美食展区、汽车文化展
区、 服饰展区和宁乡美丽经济展区，
“一个活动日”即宁乡活动日。 现场还
将推出中韩互动文化交流演出、 服装

秀、美食推荐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锋介绍， 韩

国工商界对与湖南的合作高度重视，
参展参会比较踊跃。 目前， 已确定参
会的韩国客商有150人。 通过前期的
对接洽谈， 已达成一批合作成果， 包
括省商务厅与韩国庆尚南道未来产业
部、 与安养知识产业振兴院等单位的

全面合作协议； 省演艺集团与CJ集团
合作协议、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与电梯
大学培训协议、 多乐之日餐饮集团落
户湖南合作协议、 湖南企业走进韩国
旅游养老产业协议等。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政府、 湖南省
商务厅和韩国庆尚南道居昌郡、 安养
市知识产业振兴院联合主办。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曹
娴） 湘韩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记者从
今天举行的“2015 （首届） 湖南中韩
经贸文化活动周” 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湖南与韩国去年的进出口贸易额
为9.8亿美元， 同比增长14%。 截至
2014年， 湖南共有韩资企业174家，

实际到位韩资11.5亿美元。
走在长沙星沙街头会发现， 路牌

上除了中文、 英文， 还标有韩文。 长
沙与韩国的紧密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体泽介绍，
2014年， 长沙对韩国的进出口额为
3.3亿美元， 主要为机电、 零部件、 塑

胶制品等产品。 其中， 蓝思科技、 瑞
翔新材料、 博世汽车等为长沙对韩国
进出口的“主力”。 长沙是韩国的主
要投资地之一， 到2014年底， 韩国共
在长沙设立企业54家， 投资额为1.72
亿美元，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

与此同时， 截至今年6月， 湖南

在韩设立企业共7家。 湘韩在旅游、
文化方面的合作互动也很频繁， 韩国
首尔、 釜山、 清州、 济州、 光州、 仁
川等地均有航线直达湖南， 日均航班
达11个， 韩国每年到湖南旅游的人数
超过30万人， 是湖南的第一大客源
国。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李学军） 记者今
天从省扶贫办获悉， 我省将严格
对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干部驻村
帮扶工作进行考核。 根据省扶贫
办、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出台的《湖南省直和中
央驻湘单位干部驻村帮扶工作考
核办法》，承担驻村帮扶任务的省
直和中央驻湘单位、 驻村帮扶工
作队和驻村干部均在考核对象之
列。

考核内容包括： 对驻村帮扶
单位， 重点考核领导和指导驻村
帮扶工作情况， 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单位重视情况、 领导调研情
况、 结对帮扶情况、 支持工作情
况等。

对驻村帮扶工作队及驻村干
部， 重点考核完成驻村帮扶任务
情况，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基层组
织建设情况、帮扶工作落实情况、
政策宣传情况、 工作队日常管理

情况、干部群众评价情况、贫困村
3年脱贫规划实施完成情况和脱
贫率等。

据悉， 考核工作将在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进
行。 按照“一年一考核、三年总验
收”的要求考核，具体由省扶贫办
会同派出单位等有关部门组织实
施。 依据综合评定情况，分别对驻
村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驻村干
部作出考核认定。 驻村帮扶单位
及工作队的考核结果评定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 和“不合
格”四个等次。 对工作出色、业绩
突出的驻村干部， 在同等条件下
要优先提拔使用。 对“不合格”的
驻村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和“不
称职”的驻村干部通报批评、诫勉
谈话。 三年结束后，未完成帮扶任
务，贫困村、贫困户未能如期实现
脱贫的驻村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
队不能撤队，继续留驻进行帮扶，
直至实现脱贫。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今天一大早， 不少银行
门口排起了长龙， 市民们忙着兑
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币 （以
下简称“抗战纪念币”）。 记者从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 今
天至13日组织全省各银行发行第
一批次共1000万枚； 第二批次要
等到本月29日至30日， 还有800
万枚。

抗战纪念币面额1元， 直径
25毫米， 材质为镍包钢， 全国发
行数量为5亿枚。 市民只要花1元
钱即可从银行兑换到等面值的抗
战纪念币， 每人每次最多可兑换
2枚。

此次抗战纪念币发行， 央行
公布了各地的调拨数据， 发行更

加透明。 如省会长沙本批次共分
配了207.6万枚， 数量居各市州之
首， 共有186个银行网点为市民
就近兑换。 数量分配最少的张家
界市， 本批次也有45万枚。

由于银行兑换网点比较随
机， 部分市民即便提前准备仍可
能扑个空。 究竟哪些银行兑到的
几率更大？ 记者获悉， 四大国有
行以及长沙银行、 中信银行等此
次分配的数量较多， 其下属网点
中有的分配额度近万枚， 兑换到
抗战纪念币的概率较大。

收藏界人士也提醒道， 相比
以往发行的纪念币， 此次抗战纪
念币发行总量高达5亿枚。 如果只
为个人收藏， 那么兑换一两个作
为纪念无妨。 但如果单纯以投资
为目的，建议勿盲目追高。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今天下午， 长沙市召开
会议， 部署公路治超百日专项整
治行动。 从10月到明年1月， 重
点整治边界、 货源地、 重点工
程、 路面和治超站点， 要求非法
改装货运车辆得到消除， 货运源
头非法装载现象得到消除， 重点
工程建设非法超限超载运输现象
得到消除， 边界非法超限超载运
输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年底全市
国省干线站点超限率控制在1%以
下。

长沙市治超工作严格实行
“七个一律”：1、 非法超限超载运
输车辆、 车辆所属单位、 运输企
业、驾驶人一律依法处理；2、车货
总重超过55吨的车辆未经许可一
律不得上路行驶；3、 非法改装车
辆上路行驶一律依法查扣；4、非
法车辆改装窝点一律依法取缔；
5、货物源头违规超限装载的一律
停业整顿；6、 妨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一律依法处
理；7、对治超工作开展不力，治超

行为违反规定的一律依纪问责。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对上路行驶的非法改装
车辆， 由公安交警部门责令恢复
原状； 上路行驶的非法拼装车
辆， 由公安交警部门依法予以收
缴， 并强制报废。 对1年内违法
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
吊销其车辆营运证； 对1年内违
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
驾驶人， 责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
运输。

■链接

超限超载标准
1.二轴车辆 ，其车货总重超

过20吨的；2.三轴车辆，其车货总
重超过30吨的；3.四轴车辆，其车
货总重超过40吨的；4.五轴车辆，
其车货总重超过50吨的；5. 六轴
及六轴以上车辆， 其车货总重超
过55吨的 ；6.超长(18米以上)、
超宽(2.5米以上)、超高(从地面
算起4米以上，其中集装箱车货总
高度从地面算起4.2米以上) 的。

一个晴天
接着一个晴天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张倩 ） 秋天就这样来
了， 金色的干燥的秋天， 以一个接
一个的晴天， 确认她的存在。 未来
几天省内依旧无雨， 气温上升， 天
气干燥， 雾霾也可能在本周后期现
身。

湖南的秋天是明亮干燥的， 本
周的天气更是晴朗， 冬天的衣服棉
被， 大家可以抽空拿出来晒晒了。
省气象台预计， 13日至16日， 省内
大部分地区基本无雨， 以晴间多云
天气为主。 冷空气势力较弱， 16日
前省内气温呈上升趋势， 早晚气温
低， 昼夜温差大， 15日至16日最高
气温可达29摄氏度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这几天省内都
有浓雾现身， 13日湘西地区仍有轻
雾， 局部浓雾； 天气静稳， 降水较
少， 本周后期可能出现霾。 此外，
天气干燥， 森林火险等级升高， 气
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要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 加强林区火源管理， 严格
控制野外用火。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从今天起至11月11日， 湖南零
售业将联手打造一场购物盛宴。 湖南
省首届金秋购物节启动仪式今天在长
沙举行， 各市州分会场同步进行。

活动由省商务厅主办， 各市州商
务局承办， 湖南省连锁经营协会协
办， 通程控股集团、 步步高集团、 友

阿集团等20多家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和
一批连锁企业、 电商企业近10000个
门店将参与开展促销系列活动。 购物

节从10月12日开始， 到11月11日结
束， 各参与企业已备足货源， 将开展
百货、 电器、 超市三个板块的实体店

购物促销活动， 将加大对各类商品进
行打折。 除实体店购物活动外， 购物
节还设有网上购物活动， 各商家大量
推出网上、 微信、 移动互联网类商品
打折促销活动。

通程控股集团、步步高集团、友阿
集团等企业均承诺， 绝不进行虚假促
销，保证商品质量，提升服务品质。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李治 陶芳
芳）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
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第四批项
目开始公示，63个项目总投资达54.49
亿元。 友阿股份、步步高、高桥大市场
等商业巨头纷纷抢滩， 希望成为深度
试点企业。

步步高O2O电子商务生鲜应用项
目、友阿农博汇平台、高桥大市场农副
产品内外贸结合试点市场及进出口商

品展示交易平台项目、 杂交水稻种子
出口转型升级项目……长沙市商务局
副局长吴照舒今天告诉记者，63个项
目分为市场交易升级、现代物流提质、
电子商务建设、 终端消费促进和农产

品对外贸易五大类。
“此次项目有‘多、新、特’三大亮

点。 ”吴照舒介绍，此次63个项目进入公
示，比前三批大大增加，尽管商业巨头不
少， 然而还吸纳了一批中小企业具有创

新性、成长性和公益性的项目；“新”在于
新增了“农产品对外贸易工程”类，以推
进农产品进出口转型升级， 提升经济外
向度；“特”是项目结合了标准仓储、城市
共同配送体系建设等当前全市重点工
作。三年来，长沙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围
绕打造“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的
功能定位，审核实施了130个项目，总投
资211亿元， 连续三年在全国同批试点
城市中排名第一。

精准扶贫奔小康

月桂聊天

不脱贫 不收兵
我省严格驻村帮扶工作考核

“抗战纪念币”发行
不少银行兑换排长龙， 首批次全省发

1000万枚

七条“红线”截击超限超载
长沙开展公路治超百日专项整治

月底去“红星”赶“韩潮”
“2015（首届）湖南中韩经贸文化活动周”即将开启

在湘韩资企业达174家
湘韩往来密切， 韩国直达湖南航班日均11个， 成湖南第一大客源国

长沙公示一批现代服务业试点项目
友阿股份、步步高等扎堆抢滩

万个门店打造购物盛宴
首届金秋购物节启动

10月11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瑶团桑蚕专业合作社基地， 侗族妇女在分拣秋蚕。 该县环境好、 无污染， 结出的蚕
茧产量高、 质量好， 蚕丝几乎全部出口海外市场。 刘强 江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