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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邓海龙）前5个月，全省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8237.67亿元， 同比增长14.5%。今
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我省国有投资保持
强劲，民间投资放缓，投资总体呈现平稳增
长态势。

1至5月，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
成投资282.94亿元、3215.39亿元、4739.34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但

增速从 1至 4月同比增长 11.3%回落至
10.8%。

基础设施、 民生和生态环境投资加快
增长。 前5个月， 全省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2128.18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1至4
月加快1.6个百分点； 民生工程投资完成
698.98亿元，同比增长42.9%；生态环境投
资完成357.78亿元，同比增长31.8%。

房地产开发投资企稳回升。1至5月，全

省房地产开发投资930.60亿元， 同比增长
5.4%,增速比一季度快2.5个百分点，比1至4
月快0.7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宋超 ） 记者今天从省统计局获
悉，1至5月，我省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2208.29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10.1%，
全省所有市州的综合能源消费量均同比
下降。

前5个月， 我省规模工业中，16个行业
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下降，23个行业同比
上升。 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
比下降12.9%，拉动规模工业综合能耗增速
下降10.4个百分点。 其中，4个行业综合能
耗不同程度下降，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降幅最大，达到35.2个百分点；而石油加
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能耗则略有增长。

各市州中，常德、邵阳、益阳1至5月能
耗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0.6%、21.5%、
21.4%，是全省综合能耗降幅最大的地区。

前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
●全省基础设施、民生、环境投资加快增长，房地产投资企稳回升
●工业投资增速逐月回落

14市州规模工业综合能耗普降
●常德、邵阳、益阳为降幅最大地区
●电力、热力降幅最大达35.2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胡莹） 网络约车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今天，打车软件首创者优步（Uber）在长沙
举行的入湘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该
软件在网约车服务行业中率先运用最新的
“人脸识别”技术，严格司机审核程序，以保
证乘客出行安全。

据优步长沙相关负责人介绍，“人脸识

别” 技术主要应用于风控要求高的金融和支
付行业， 此次是出行行业内首次将生物识别
技术应用在司机审核程序中。 每一名优步司
机，在每天接单前，都必须通过手机摄像头进
行“自拍”的人脸识别步骤，以保证该车为司
机本人驾驶，增强用户乘车安全性。

另据介绍， 长沙的优步车辆未来还将
新增“电话加密”功能。长沙乘客使用优步

APP下单约车后，司机与乘客联系时，系统
将自动生成一个加密代码， 而非乘客和车
主的真实电话号码， 以保障车主及乘客的
个人隐私。

目前， 网络约车行业尚未出台国家政
策。不过，交通运输部已明确表示，通过设
计可操作、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鼓励网约车
等新业态的创新和规范发展。

网约车首推“人脸识别”技术
司机接单前得先“自拍”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胡信松）今
天，“先锋学习会———湖南省国资委系统
‘两学一做’知识竞赛”在长沙举行。湖南建
工集团、路桥集团、华天集团、湘煤集团、轻
盐集团、粮油集团等6支代表队参赛。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文志强介绍， 此次
竞赛旨在营造省国资委系统各监管企业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氛围，以学促竞，以竞
促学，激发广大党员参学热情，争当“四讲
四有”合格党员，为湖南国企改革发展做出

新贡献。今天参加竞赛的6支代表队是在省
属监管企业范围内层层筛选出来的， 经过
心跳必答、极速抢答、超级搜索、谁与争锋
和先锋竞演5个环节的角逐，最终，建工集
团、华天集团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以学促竞 以竞促学
省国资委举行“两学一做”知识竞赛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倪章荣 黄金美 ） 少数民族县龙
山即将开通首条高速公路。 龙永高速公
司今日透露， 龙永高速项目施工已进入
收尾阶段， 有望今年国庆前全线建成通
车。

龙（山）永（顺）高速公路，是湖北省恩
施至吉首高速公路在湖南境内的一段，是

纵贯自治州南北向交通的一条北上出省通
道。路线全长91.2公里，起自龙山县甘壁寨
村，经龙山、红岩溪、农车、永顺，止于永顺
县泽家镇海洛村， 与在建的张家界至花垣
高速公路相连。

龙永高速于2013年8月15日开始实
质性开工建设，原计划2017年8月建成通
车。去年底，龙永高速率先实现第一阶段

57.325公里通车目标，为今年实现全线通
车奠定坚实基础。目前，龙永高速全线已
实现贯通，计划6月底前完成路面、绿化
和消防施工，力争今年9月底实现全线通
车。

目前，龙山至吉首，需至少6小时车程。
龙永高速和在建的永吉高速相继建成通车
后，全程将缩至2小时。

龙山将开通首条高速公路
龙永高速国庆前建成通车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陈永刚 曾迪）6
月底，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将开通载客
试运营，长沙南北交通即将进入地铁模式。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肖
双江今天透露：试运营初期，地铁1号线跑
完全程约需要45分钟。

3月21日起， 长沙地铁1号线开始试运
行。地铁试运行、试运营和正式运营是地铁
建成投入使用的三个必经阶段。 试运行是
指在地铁工程初验合格并完成系统联调后

的非载客运行，列车在轨道上空载试跑，不
对外售票载客。

“试运行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在此期
间， 我们组织对地铁各设备系统和整体系
统进行了可用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及
考核，并对作业人员、故障模拟和应急演练
等进行检验。”肖双江说，在试运行的后期，
列车将按照运营图， 进行连续20天的按图
试跑，在这期间，除了没有乘客，地铁的发
车、运行、站务等完全是按照载客试运营的

标准来要求的。目前，地铁列车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跑一个来回， 要求的时间是91分
钟47秒；也就是说，单边跑完全程的时间约
45分钟。

从开福区政府站到尚双塘站， 长沙
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3.55公里 ，途
经湘雅路、五一广场、南门口、侯家塘、省
政府、中信新城等20个站点，与2号线在
五一广场站换乘， 直达长沙城区东南西
北。

长沙南北交通即将进入地铁模式

长沙地铁1号线跑完全程约45分钟

张家界环岛
改造工程竣工

6月14日， 张家
界市大庸路与迎宾
路交叉口，环岛提质
改造工程已建成通
车。改造后，该路段
通行能力提高了2.5
倍。 邵颖 摄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周月桂）湖南
省中小商贸流通企业优供促销对接会今天在
长沙举行。会上，中部（湖南）进出口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IECC） 推出了全球集采等服务模
式，利用现有的跨境电商平台与中小商贸流通
企业进行对接合作。

中部（湖南）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是
中部六省目前唯一的进出口商品集中展示平
台， 计划到2020年， 可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
100亿美元。该平台的全球集采中心上月正式
挂牌运营，将为省内中小商贸流通企业集中采
购全球商品。 集采中心总经理周刚元表示，中

小企业通过该中心源头直采、众筹集采，可确
保进货优势，进货价比单独采购要优惠15%左
右。目前，IECC平台商品共上线1.2万多种，主
要为休闲食品、酒类、母婴用品和个护美妆类
产品。

对接会由湖南省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
中心主办，友谊阿波罗、新一佳商超、芙蓉兴
盛、家润多超市、爱尚通程等省内近百家中小
商贸流通企业与会。对接会现场，湘阴县鑫海
购物中心等10家企业与中部（湖南）进出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将通过该中
心集单采购全球商品。

新常态 新商务

中小商贸企业积极对接跨境电商平台
商品集中采购可优惠15%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王曲波 梁增辉）为了震慑违法生产经营食
品药品的犯罪行为，防止问题冷冻肉品再次流
入市场危害人民群众，省食药监局今天上午在
长沙县集中销毁180余吨来源不明冷冻肉品。

这次集中销毁的180余吨来源不明的冷

冻肉品，是在各项专项整治行动中所查获的部
分产品，包括牛肉、牛肚、鸡爪、鸭掌等9个品
种，均从非法渠道流入我国境内，主要存在无
检验检疫证明、无出入境货物通关单、外包装
无中文标识或标识不规范等问题， 标值金额
600余万元。

180余吨来源不明冷冻肉品被集中销毁

周月桂

14日，湖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称，湖南65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773.96万 ， 占全省总人口
11.41%。

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养老产业需求
迫切， 让人不难看出养老市场巨大的潜力所
在。然而，面对养老市场这片“蓝海”，我省养老
产业有效供给却严重不足：

在养老机构床位供给方面，据统计，我省
60岁以上人口早已突破千万，但目前我省敬老
院、福利院等各类养老机构仅4000多所、床位
18万多张，全省老年人养老床位占有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居家和社区型”养
老模式最符合我国国情，而这一模式在我省基
础却十分薄弱，我省社区居家老人健康和养老
需求信息库的建立、社区互助养老中心和家庭
式互助养老点的建设都很滞后。

养老相关的用品行业供给也不足。 在日
本，老龄用品业非常发达、种类繁多，据称有4

万多种，相对来说，目前我省乃至我国的老龄
用品都非常简单粗陋，而且种类非常少，精神
文化产品更是奇缺。

由此可见，养老产业的需求巨大，但供给
不足，供需存在较大的缺口。目前最重要的，是
供给端要设计出更多的产品适应需求端，尤其
是满足老年人健康养生、精神娱乐需求方面的
产品。 由于许多老年人并不愿意住养老院，对
于居家服务的需求较多，因此，加快“居家和社
区型”养老模式建设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银发贫困”
的问题， 绝大部分老年人对于高端需求没有支
付能力，一些消费习惯也还没有形成；养老产业
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报率差，还存在一些管理困
难、 人员稳定性差、 安全事件频发等方面的问
题。因此，仅靠市场化手段很难满足全部需求缺
口，亟须政策方面给予相关的支持。

总而言之，在巨大的需求之下，养老产业
的前景无疑是充满想象力的。预计5到10年后，
相对高收入的60后群体进入老龄阶段，老年市
场的巨大购买力将会充分显现出来。

谈经论市

走向养老市场的巨大“蓝海”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贺菁 邓道理

小红帽，红马甲，推着三轮车，手持扫帚铁
撮，步履蹒跚一路前行……

在风景如画的张家界武陵源， 每个清晨，
都能在武陵大道上遇见一位七旬老人打扫卫
生，风雨无阻。她就是武陵源区军地坪办事处
吴家峪居委会的老党员赵淑清。

赵淑清今年77岁， 满头银发， 精神矍铄。
1996年，丈夫因车祸不幸去世，随后她化悲痛
为力量，开启“凡人善举”之旅。

20年来如一日， 志愿社区服务、 义务清
扫、扶贫帮困。在街坊邻里眼中，她是一个永远
充满爱心的老人，大家都尊称她为“赵妈”。

6月14日上午，赵妈如往常一样扫完大街
后，帮助下身瘫痪的邓昌修老人在银行取了低
保金送过去。

“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邓昌修告诉记
者，10多年来，手轮车更换、买药买米、争取救
助，都是赵淑清一手操办。有什么事情只要一
个电话，随喊随到。

快到中午，赵妈又匆忙赶到菜市场，为双
目失明的周春玉买菜送到她家里。周春玉丈夫
又是弱智，有一儿一女，家境贫困。她说，赵妈
除了掏钱买米、送衣送鞋，还资助他们家发展
养猪，帮助儿子在酒店找到了工作。

“没有赵妈，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周春
玉把赵妈当作一辈子的恩人。

在赵妈随身的布袋里， 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上，详细记录着每天干了什么、什么时候到哪家
去帮忙等“琐事”。吴家峪居委会有7名聋哑人、3
名瘫痪者、3名寡居妇女、2名盲人和2名高龄老
人，都是她的帮扶对象，联系方式、家庭情况都
一清二楚。

而在儿女心中，赵妈的爱心之举永远得支
持。

“只要他老人家活得开心。”在武陵源区纪
委工作的儿媳袁小红说，从婆婆身上看到满满
正能量，学到很多为人处事之道。

2015年冬天一个晚上，天寒地冻飘大雪，
袁小红从朋友转发的微信圈里得知， 婆婆到3
公里外的敬老院为老人们送热水袋，夜深了没
有公交车、的士，一个陌生人看见后，义务开私
家车送其回家。

微信上显示的标题是“爱的传递”，赢得微
友们纷纷点赞和转发。

夕阳无限好。在吴家峪居委会书记吴晓红

记忆里，年迈的赵妈没有固定收入，生活靠每
月550元的抚恤金和儿女给的零用钱，自己舍
不得吃穿， 宁愿救助别人，“一年四季忙碌不
停，善事虽小，但道不完说不尽。”

2014年12月，因常年坚持善心爱心之举，
赵淑清入围“中国好人榜”。

今年1月20日，赵妈的大儿子因患肺癌离
世，处理后事中，她还不忘坚持义务扫街。

提起这事， 赵妈就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她
说，“只有不停地做好事，心里的悲痛才不断减
少甚至忘掉。”

随后的春节期间，赵妈将张家界文明委奖
励的5000元“道德模范”奖金和平时的积攒，
全部慰问给敬老院的16名老人和10个帮扶对
象。

“帮助了他们，自己就觉得幸福。”赵妈又
露出满脸喜悦和真诚。

傍晚，吃过晚饭，赵妈照样又来到社区文
化广场。

在这里， 她又是一个社区文化辅导员，将
自己学会的腰鼓秧歌耐心传授，并自费添置音
响、腰鼓、九子鞭等文化器材，四处筹资扩建了
老年人门球场。如今，这里的社区文化活动红
红火火。

“大家快乐，我也就快乐。”赵妈笑着说。
点评：

小善虽微，但以善传爱，传递的正能量不
可估量。

夕阳不老，爱心永远。赵淑清老人本着一
颗平凡的心， 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从善乐善，从
而催生爱心、传递善良，带给人们崇善向上的
希望，小城涌动爱的暖流。

赵淑清20年任劳任怨，解贫帮困，用无私
和大爱诠释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和情怀，如张
家界绝美风景一般，永远熠熠生辉。

湖南好人

赵淑清：帮助他人，自己幸福

� � � � 5月 24
日， 赵淑清
在 清 扫 街
道。 她义务
清扫大街已
有20年。

湖南日报
记者

廖声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