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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通讯员 杨粲 记
者 柳德新)今天，省防指召开全省备汛督
查工作动员会，标志着省级备汛督查正式
启动。当天，省防指派出2个工作组赶赴邵
阳、张家界、自治州开展今年备汛工作督
查。根据省防指部署，近期将陆续派出10
个督查组，均由省水利厅领导带队，赴14
个市州开展备汛督查工作。

为应对今年可能面临的复杂、严峻的
防汛抗旱形势，省防指早部署、早行动，及
早做好备汛工作。各地积极开展水利工程
建设扫尾、责任落实、方案修订、物资储
备、队伍组建、设施设备检修维护等一系
列备汛工作。2月中下旬以来，各县级防指

组织力量对辖区备汛工作进行拉网式排
查，市级防指对所辖各县(市、区)备汛工作
自查、整改情况进行抽查。目前，县级自查
已结束，市级抽查接近尾声，市、县两级防
指共计派出577批次工作组，深入乡镇、水
库、水电站、尾矿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骨
干山塘、冬修现场、学校、工矿企业等重点
部位，对备汛工作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

今天启动的省级备汛督查，将重点对
在建涉水工程、朝天口工程、险工隐患、县
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等进行现场查
验和督导，重点督查各地备汛检查开展情
况、隐患整改情况，并对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的问题进行重点督办。

省级备汛督查启动

� � � �
� � � �
� � � � 3月7日，古丈
县万亩茶文化主
题公园内，茶农们
正忙着采摘早茶。
有“中国名茶之
乡”称号的古丈县
茶叶种植面积达
13.7万亩，今年可
采面积超7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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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陈勇 于振
宇 通讯员 李君 ）今天，省老龄工作委员
会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省老龄
委主任蔡振红出席并讲话。

“十二五”以来，我省先后出台了20项
老龄政策法规和制度文件，全面实现全省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基本建成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
体系，全面落实了各项老年优待和养老服
务补贴制度， 老龄事业取得新进展。到
2015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1164.4
万，占常住人口总数17.17%，人口老龄化
呈现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明显、空

巢化突出、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等特点。

蔡振红要求深化养老服务各项改革
和制度创新，在保障、救助、服务、治理等
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放开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
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
服务和产品供给；优先推进与老年人生活
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打造老年
宜居环境；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推动老
年社会保障、服务、优待、参与等政策落实
落地，增强老年群众获得感；要强化组织
领导，精心编制规划，加强协同合作，积极
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省老龄委全体会议召开，蔡振红要求
深化养老服务各项改革和制度创新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贺威）3月8
日，全省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座谈会
在娄底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牢
固树立质量建党理念，发展党员要始终坚
持质量至上，确保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断
得到提高。

这些年来，我省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
作取得了新发展、新成效，党员队伍结构持
续改善。2015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
的、大专以上学历的、生产工作一线的比例，
较调控前分别提高1.6%、3%、4.1%。党员教育
工作亮点纷呈，党员管理更加注重经常和规
范，党内生活呈现新气象，广大党员以实际
行动彰显了党员风采。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全
省发展党员指导计划的要求，健全发展党
员计划报备、预审把关、定期分析、年度报

告等制度，确保总量调控的目标得到不折
不扣的落实。未来10年，在发展党员调控
实践中，农牧渔民新发展党员占比要保持
平稳，大学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新发展
党员占比要适当降低， 公有制经济领域、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以及35岁以下、女性和
大专以上学历（不含在校大学生）新发展
党员占比要整体增加。国有企业和非公有
制企业要重点发展生产一线优秀青年工
人；农村要着力在优秀外出务工青年和返
乡大学生、退伍军人中发展党员；高校和
科研院所要重点在优秀青年教师和优秀
青年科研骨干中发展党员。发展党员要严
格坚持标准，严格进行政治审查。与此同
时，要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的程序，逐级
从严把关。同时，进一步创新党员管理方
式，促进党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全省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座谈会在娄底召开
发展党员要始终坚持质量至上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曾丽 王文彬）日前，由省煤炭地质
勘查院承担完成的科研项目———“页岩气
勘探及资源评价关键技术体系及应用”荣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该院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现找矿、科研和
经济效益全面丰收的又一突破。

近年来，省煤勘院承担完成了一系列
页岩气研究、评价及勘查项目，这次获奖
项目是该院页岩气领域项目成果的集成
总结，其成果奠定了湖南省页岩气技术基
础，推动了湖南页岩气勘查进程。

“十二五”期间，省煤勘院提出了“勘
查是硬品牌，科研是软品牌，两个品牌一
起抓”的工作理念，将科研作为重点工作
来抓。在气体矿产方面，建立了全省第一

个气体矿产勘查研究所，从高校及油田引
进了一批气体矿产专业人才，形成了完整
的人才体系， 并将科研与生产项目相结
合，在全省率先承担煤层气、煤系气、页岩
气研究及勘查项目， 实现了全省多项第
一，有力地推动了湖南省页岩气及煤系气
产业的发展。

“十二五”以来，该院探获备案煤炭资
源量6.48亿吨，“三下”找煤（构造下、老地
层下、红层下）1.87亿吨，全省“十二五”期
间探获的7个中型煤炭矿区（5000万吨以
上）中前5名均为该院勘查。其中“攸县兰
村矿区深部煤炭详查” 探获煤炭资源量
1.7亿吨， 创造了南方缺煤省份找大矿的
历史性突破，荣获“2013年度中国十大地
质找矿成果奖”。

省煤勘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实现找矿、科研和经济效益丰收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谭蕊敏)最近，我省首款汽车票订购手机
客户端“湘约出行”推出。旅客在手机上即可
完成订票、退票等汽车出行服务。

该款客户端由龙骧集团打造。旅客可
在该客户端订购龙骧集团所有汽车班线
的车票。“湘约出行”可提前60天预订全

省联网车票，并可预订长沙四大汽车站发
往外省的车票。今后，“湘约出行”车票网
络系统将覆盖全省14个市州的各汽车站，
并将实现城际小车预约（拼车、 包车、租
车）、市内出租车叫车服务（拼车、包车、租
车）、定制班线的约租（4-83座各类车型约
租）等功能。

湖南推出首款汽车票订购手机客户端
可线上订退票，未来可约出租车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张辉）今天，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我省将
推动实施“六大工程”，通过多种举措有效解决
贫困地区信息通信网络覆盖问题。

据了解，此次推动实施的“六大工程”包括“宽
带乡村”试点工程、农村通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农
村光纤网络建设与升级改造工程、4G网络建设工
程、三网融合推广工程、农业信息化应用工程等。

根据工程建设方案，到2016年底，全部完

成“宽带乡村”示范工程建设。工程完工后，21
个县（市）将实现98%以上行政村光纤通达，农
村宽带接入能力达到12兆。在2016年度农村通
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试点申报中， 自治州、怀
化、永州、邵阳四个市州入围试点，工程涉及贫
困村共计3054个。在完成已批复市州电信普遍
服务试点工作同时，积极争取将其他市州纳入
国家试点范畴。

在加快贫困村网络升级与改造方面，对新

规划建设的成片新农村积极开展光纤到楼和
光纤到户建设。此外，充分利用4G技术，加快贫
困村4G网络建设,进一步完善4G网络的广度覆
盖。并对农村电信网络及广电网络设施进行优
化升级，对通信网络光纤化，有线电视网络数字
化、双向化改造。推动宽带接入网、高清交互式
ITV电视网络、地面数字电视覆盖网设施建设，
加快广播电视模数转换进程。推动网络互联互
通，确保网络设施满足三网融合业务发展需求。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记者今天
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
我省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
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
司荣登国家质检总局评选的第
二批“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
业”榜单，这是湖南企业首次获
此殊荣。

“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
业”是质检总局在产品质量方面
授予出口企业的最高荣誉，可作
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金字招
牌”， 全国共有82家企业在第二
批评定中上榜。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
绍，“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
业”被誉为“出口免验”的升级

版，因此，我省获此称号的两家
企业今后进出口产品可享受诸
多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优先为示
范企业提供国外技术法规、标
准、 合格评定程序等信息和培
训；优先推荐参加国际质量管理
交流活动；在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行政许可等方面提供快捷便
利服务等。

� � � � 湖南日报 3月 8日讯
（通讯员 文彬 刘怡斌 记
者 李伟锋 ） 省经信委今
天透露， 决定在全省组织
开展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建设试点， 力争到 2020
年， 在制造业领域建成30
个左右区域性和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 是
由企业、 科研院所、 高校
等各类创新主体自愿组
合、 自主结合， 以企业为
主体、 以独立法人形式建
立的新型创新载体。

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主
要任务是， 面向制造业创
新发展的重大需求， 突出
协同创新取向， 以重点领
域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
术的研发供给、 转移扩散
和首次商业化为重点， 充
分利用现有创新资源和载
体， 完成从技术开发到转
移扩散到首次商业化应用
的创新链条各环节的活
动， 打造跨界协同的创新

生态系统。
省经信委表示， 在省级制造业

创新中心建设试点中， 将紧紧围绕
制造强省建设确定的十二大重点产
业领域， 兼顾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需求， 加强顶层设计， 稳步推进。
分批次制定全省制造业重点领域产
业链技术创新路线图， 分年度发布
制造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发展导向
目录， 分领域组织开展制造业创新
中心建设试点。 充分发挥已有的国
家和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企业
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作用， 防止重
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我省加快贫困地区
通信网络建设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供销
大集3月5日在长沙举办供销大集酷铺及O2O启
动仪式， 宣布2016年将在全国开出10万家酷
铺， 三年内达30万家， 其中湖南农村是重点
拓展的地区。

今年2月， 供销大集在长沙开出全国第一

家酷铺店， 进行试点。 现正式开启酷铺模式，
在全国扩张， 本土商业企业家润多的便利店名也
将更名为酷铺家润多。 供销大集由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与海航集团合作成立， 依托全国供销系
统的城乡流通体系资源， 打造沟通城乡的实体、
电商、 物流配送三张网。 酷铺是实体网络中的核

心产品， 线上平台全国联采， 实现商品价格优势
且食品安全可溯； O2O双向体验销售， 实现两小
时送货上门， 线上线下融合。 据了解， 酷铺农村
实体店还将加强服务功能， 为农民网上卖农产品
提供便利， 真正促进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
打通城乡商品双向流通渠道。

供销大集打通城乡商品
双向流通渠道
将在年内开出10万家酷铺， 我省农村是重点拓展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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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曹书为 张小龙 )3
月4日，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日前获批成
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
试点。 此次被国家标准化管委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成功获批的
单位，全国仅11家。中车株电联
合中车株机、 中车株所申报，一
举名列其中。

中车株电获批国家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后，将

探索建立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
调发展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轨
道交通标准体系， 开展国际标
准、国外标准及产品认证规范分
析研究， 加强相关领域标准制
订。

中车株电、株机、株所
获批国家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

� � � � 湖南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张景珣）我省农垦区现
有体制机制是否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需要？ 记者今天从省审计厅获
悉，现在起，省审计厅对我省六大
农垦区2013年至2015年运行管理
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为我省农
垦区改革发展打好前哨。

此次审计覆盖岳阳市君山
区、屈原管理区，常德市西洞庭
管理区、西湖管理区，益阳市大

通湖管理区和沅江市茶盘洲镇6
个农垦管理区，并将与垦区运行
管理相关的发改、财政、国土、民
政等部门纳入审计调查范畴。审
计重点关注五个方面：一是运行
管理情况。 核实垦区人口总数、
农场职工人数、行政及事业编制
人数等情况，了解垦区现行管理
体制、机制及运行情况，分析存
在的突出问题。 二是资源资产
情况。核查国土资源和其他资源

的总量及利用情况，关注有无擅
自改变农垦土地用途、违规出让
土地等行为。 三是财政、财务收
支情况。四是债务及历史遗留负
担情况。了解债务总量、构成、形
成原因及其他各类历史遗留包
袱，提出化解债务风险与历史遗
留问题的措施和办法。 五是政
策落实情况。审查国有农场改革
政策、惠农政策、基本养老保险
等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

为我省农垦区改革打前哨

六大农垦区专项审计调查启动

湘企首次获评“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 � � � 3月7日，泸溪县潭溪镇大陂流村，美不胜收的千亩油菜示范基地。又是一年春来到，该县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竞相绽放，犹如仙境，美得
让人心醉。 向民贵 向民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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