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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赵宏） 湖南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2015年末，我省城镇
化率达到50.89%，加快向全国平均水平“看齐”

速度，实现了农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
早在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关

口，而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城镇化发展一直落后
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二五”期间，全省积极推进

新型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稳步上升，2015年末，
湖南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由“十
一五”末的6.38个百分点，缩小到5.21个百分点，
在全国排名21位，较“十一五”末上升1位。

�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赵宏）过去5年，湖南老年人口总量不断扩
大，劳动适龄人口占比逐年下降。 今天，省统计
局发布数据，201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1252.77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18.49%；

15-64岁人口4749.54人，占全省总人口70.1%；
65岁及以上人口773.96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
11.41%。

与2010年相比，2015年末我省0-14岁人
口占比上升0.8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占比

下降2.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
1.63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加剧。

省统计局表示，我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表
明湖南社会总抚养比逐步上升，养老保障等一
系列社会问题将越来越紧迫。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李伟锋）今天，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研究部署全
省食品安全工作。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
群，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向力力出席。

去年以来，我省按照“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要
求， 推动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 针对热点问题，相继开展了食用油、冷冻肉、

火锅底料、含铝食品添加剂等专项检查，加强对
学校食堂、农村食品市场、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监
管，对小作坊、小食品店进行摸底、建档，全省食
品安全形势继续稳中向好。

陈向群指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
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事关社会和谐
稳定，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政府公信力，各地各
部门要站在生命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高

度，进一步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完善统筹协调机
制，凝聚工作合力，把好各条防线，确保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要坚持改革创新，健全食品
监管制度体系；要落实“四有两责”（基层监管有
责、有岗、有人、有手段，强化日常监管责任和抽
查检验责任），加快补齐基层能力短板；要盯紧
“田间地头”，守住食品安全第一道关；要加大查
处力度，突出重点问题综合整治；要推进“食品
安全城市”和“农产品安全县”创建，发挥典型引
领示范作用。

向力力就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规标准、抓
好创建试点、落实监管服务、严格考核评议等方
面，对食品安全工作提出要求。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张颐佳）
今天，长沙市委中心组集体学习中央、省
委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关精
神。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强
调，长沙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握精神实
质，明确使命要求，强化看齐意识，切实
担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应邀为长
沙领导干部作题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的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就如何主动
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
权，予以传达和阐释。

易炼红说，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
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基
本遵循和指导方向。 他强调，长沙各级党
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自觉，切实把意识
形态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
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
工作格局，把方向、管导向，严制度、管阵
地，抓班子、管队伍，形成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责任链条，构建严格督查、严实考
核的完整体系，强化有错必纠、有责必问
的震慑效应，凝聚起共推长沙改革发展强
大正能量。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通讯员 谢峥
嵘 记者 刘文韬）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莲玉率领部分在湘全国人大
代表， 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视
察湘菜产业发展情况。

在听取湘菜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后，
代表们认为，湘菜是湖南文化的名片，湘
菜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新兴产业，是“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平台。 建议抓紧
出台湘菜产业“十三五”规划，推动湘菜
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加大对本土食
材等湘菜上下游企业品牌的扶持力度，
加强湘菜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

刘莲玉指出，湘菜是民生，关系千家

万户， 湘菜产业为湖南经济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湘菜是文化，通过湘菜大师的
传承创新，成为宣传、推介湖南的精美名
片。 当前湘菜产业发展还面临挑战和压
力，代表们要通过此次视察活动，凝聚力
量，大力支持湘菜产业转型创新发展，多
为优化湘菜发展环境建言， 多为拓展湘
菜产业献策，多为湘菜人才培养发力，多
为传承湘菜文化下功夫。

视察中，代表们还观看了学院烹饪、
餐饮管理、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技能表
演，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湘菜大师许菊云
父子湘菜制作示范， 并参与体验了制作
湘菜。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
今天，副省长张剑飞在娄底调研时指出，
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逻辑，
从关键问题着手，做到精准发力、精准施
策，有效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张剑飞深入华菱安塞乐米塔尔汽车
板有限公司（简称VAMA）、华菱涟钢热轧
生产线、涟钢周边环境治理棚户区改造项
目调研。 在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大背景
下，VAMA正崛起成为全球高端汽车板生
产基地，带动湖南钢铁迈向中高端。 在三
泰新材，张剑飞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对等离
子双金属复合材料的介绍，这也是娄底钢

铁产业提升科技含量、加速转型升级的项
目。 他还前往安邵高速公路（龙塘互通以
北路段），察看项目建设进度。

张剑飞指出， 钢铁作为娄底的支柱产
业， 一方面要通过改革， 倒逼企业苦练内
功、 降本增效， 增强内生动力和市场竞争
力；另一方面要整合资源、集聚优势，有效
对接汽车板、住宅产业化等领域，帮助企业
解决市场难题。同时，娄底要深入贯彻中央
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 充分认识做好
城市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精致、精美上多
下功夫， 在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等领域取得
突破，共建美好城市，激发发展活力。

实现农业大省历史性跨越

湖南城镇化率达50.89%

全省人口老龄化加剧

湖南65岁及以上人口773.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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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或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吴志雄 男 汉 湖南涟源 1974.02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
任永州市委委员、 常委 （组织

部部长）

谢卫东 男 汉 湖南长沙 1963.02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机关党组成员
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

易意平 女 汉 湖南浏阳 1964.11 中央党校大学 中共党员 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 任省委巡视第九组副组长

张永中 男 苗 湖南古丈 1964.04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党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厅级

干部， 州委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任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委

颜 斌 男 汉 湖南衡阳 1966.03 在职研究生
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编辑
中共党员

湖南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兼总编
室主任、 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常务副总编辑
任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 社委

陈 刚 男 汉 重庆荣昌 1966.01 大学
文学学士
主任编辑

中共党员
芒果传媒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

董事长
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

副台长

杨 壮 男 汉 湖南汨罗 1968.10 在职研究生
管理学硕士
高级记者

中共党员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

副台长

蒋年生 男 汉 湖南永州 1965.02 大学
工学学士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省有色地质勘查局副总工程师、
地质矿产处处长

任省有色地质勘查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徐贻军 男 汉 湖南汉寿 1972.08 在职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中共党员 省委办公厅总值班室主任 任省委接待工作办公室主任

冷晓君 女 汉 湖南常德 1973.04 中专 公共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 省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任省委接待工作办公室

党委书记

胡 俊 男 汉 湖南临湘 1962.12 大专 讲师 中共党员
省文化馆馆长、

省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任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尹志科 男 汉 湖南桃源 1963.09 在职研究生 工学硕士 中共党员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
任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邹继红 男 汉 湖南祁东 1963.08 大学 工学学士 中共党员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 社委
任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湖南日报社
党组副书记

张大伟 男 汉 湖南华容 1962.07 中央党校大学 中教一级 中共党员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
与师范教育处处长

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熊名辉 男 汉 湖南湘潭 1968.07 在职研究生 文学硕士 中共党员 湖南教育报刊社社长
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周兴）6月13日至14日， 省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组第二组在邵阳开展重
点抽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友志带队参加
检查。

期间， 检查组先后实地检查了位于邵东县
的湖南麦口食品有限公司、县城关农贸市场、两
市镇第四完全小学、佳惠超市；双清区的步步高

广场、市六中、渡头桥新洲村蔬菜基地等。 检查
组还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并派
出暗访组随机了解情况。

从检查情况看，食品安全“一法一条例”出
台后，该市注重宣传教育，认真组织执法人员的
学习培训，确保了培训率达到100%。 守住了不
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 检查组也发现：
该市餐饮企业“散小弱乱”的问题比较突出，一

些小作坊、小摊贩达不到办证条件；技术支撑薄
弱，食品安全监管大多停留在看、闻、问、查等简
单手段；基层监管人员执法装备、执法保障等方
面有限，执法监管难以到位。

检查组建议，要继续抓好“一法一条例”的
宣传，加强群众和执法人员法律法规教育；要进
一步加大财政投入，落实监管责任，加强日常监
管和专项整治， 加大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打击
力度；要建立统一的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形成市
场检测工作常态化机制；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队
伍建设，重点加强基层监管执法力量，加快填补
基层食品监管执法空白， 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的底线。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刘文韬）6月13
日至14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韩永
文率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组， 在长沙
检查食品安全法、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实施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彭宪法参加检查。

检查组对湖南红星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
香湘食品有限公司等12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农
贸市场、大型连锁超市、学校食堂和基层食品药品

监管所进行了实地检查，重点检查地方政府责任落
实及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等，并听取意见和建议。期间，检查组对部分食品生
产、加工和餐饮单位进行了暗访抽查。

从检查情况看，长沙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食品安全工作，各监管部门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强化日常监管，推进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食品违
法犯罪行为，全市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食
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 但同时，也存在食品

安全水平不平衡，小食杂店、小餐饮店、小作坊
办证难、监管难，学校周边托管中心、网络经营
食品、 网络订餐和私房菜馆等新兴餐饮业态尚
游离于监管之外，监管力量不足等困难和问题。

韩永文强调，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基本
的民生诉求，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做好食品安
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切实把保障食品安全作
为民生大事、发展工程和政治任务来抓。 要坚持
问题导向，认真研判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所在，
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 要尽快构建统一权威的
监管机构，切实提升依法监管能力和水平，积极
推动社会共治。 要切实履行各级人大的监督职
责，保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在全省有效实施，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欧阳文峰）6月12日至14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带领省人大常委
会食品安全“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组第
三组， 在岳阳开展重点抽查。 陈君文指
出，食品安全大于天，必须真抓严管保长
效。

期间， 检查组先后实地检查了岳阳
阿波罗大酒店、 花板桥步步高超市及农
贸市场、益海嘉里粮油，以及湖南省十三
村食品有限公司、 绿野新晨野菜专业合
作社、新富食村广场等地，同时派出暗访
组随机了解、督查。

在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陈
君文详细询问食品源头、生产、运输等情

况后，肯定其用“德文化”来做食品办企
业，值得推介。 他要求，企业继续诚信生
产经营，严控源头及生产环节，杜绝食品
安全问题。

检查组走进新富食村广场， 对超市
进货、存货管控及加工食品管理、销售做
了抽查，并针对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座谈会上，岳阳市、临湘市、岳阳楼
区政府负责人及市食药监等相关部门单
位，先后就贯彻落实“一法一条例”进行
汇报。 陈君文强调， 食品安全要严管严
惩，实行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格的处罚和最严肃问责； 要加大法
律法规宣传，加强执法和监管力度，确保
群众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刘建国

几天前， 朋友在长沙用某滴约车 ，
因为急着赶时间， 未等到车她便先行离
开了 。 随后 ， 她和该车司机进行了沟
通。 谁知， 当晚朋友便收到近百条验证
码和多个骚扰电话， 闹得她一夜无眠。

仅仅因为取消订单， 某滴司机就进
行骚扰， 确实有些不理智。 对于某滴来
说， 类似的司机虽只是极少数， 但停留
于小概率的视角， 只会让乘客利益和企
业发展面临更大的隐患。

伴随网约车的快速发展， 安全问题
也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比如， 深
圳一女教师被专车司机抢劫杀害、 电技
选手在长沙被专车司机砍伤等恶性事
件， 虽然处于小概率范围， 但足以触碰
到公众敏感的神经。

针对 “网约车” 引发的一些安全问
题， 一些地方和政府已开始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 ， 如 ： 广州对网约车展开整

治； 上海市交通委向专车平台颁发网络
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 自今年1月
以来， 长沙共查扣非法营运车辆2000余
台， 其中有三分之一为网络约车……从
屡屡发生的安全事件来看， 在相关法规
尚未到位的前提下， 网络约车平台的自
律还得加大力度。

出租车上路运营需要经过层层的资
格审核、 筛选， 司机要符合身体健康、
一定年限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 参加
服务资格业务培训和考核等硬性条件。
而网约车平台除要求注册司机提交驾驶
证、 行驶证、 身份证等证件验证外， 几
乎没有别的安全保障， 这也从源头埋下
了隐患。

促进网络预约车健康有序发展， 离
不开 “政府管平台 ， 平台管司机和车
辆” 的模式。 所以， 网约车平台唯有练
好 “内功”， 管好司机和车辆， 最大程
度保护好乘客的合法权益， 才有光明的
市场前景。

三湘时评

练好内功才能赢得市场

易炼红参加长沙领导干部集体学习时强调

切实担起意识形态工作
主体责任

“湘菜是民生，是文化”
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湘菜产业发展情况

食品安全大于天 真抓严管保长效
省人大常委会在岳阳开展食品安全执法检查

张剑飞在娄底调研时指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陈向群在省食安委全会上要求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切实保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韩永文率队在长开展食品安全“一法一条例” 执法检查

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
省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组走进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