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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新村社区居民左小
舒近来终于实现了老有所养。左小舒原为省
花鼓戏剧院职工，于上世纪80年代初离职，
如今眼看就要到退休年龄，却因之前没有参
加养老保险，无法享受退休待遇。社区工作
人员在进行全民参保登记宣传时了解到左
小舒的情况后， 多次细致耐心地解释政策，
他接受建议，进行了参保登记，并开始参保
缴费，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长沙，189个街道（乡镇）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服务站，1813个社区（行政村）近
3000基层人社平台工作人员参与实施的全
民参保登记工作，正在为“左小舒”们带来社
会保险惠及全体公民的福音。

通过以点带面的思路，从长沙到全省，
这项旨在实现社会保险从制度全覆盖到人
人全覆盖的全民参保登记， 正在全省加快
推进。

今年5月， 人社部进一步扩大全民参保
登记计划试点范围， 继长沙市2014年被人
社部列为全国首批全民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试点城市后，今年，湖南省整体被列为试点
地区。按照计划，全省将在2017年年底前完
成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关键在于数据。而数
据的获得，是不是要像人口普查一样去入户

获得呢？
“我们采取的是已参保确认与未参保登

记并行的工作模式，先整合已有的信息和数
据， 把要上门了解情况的工作量压缩到最
少，这样既降低了成本，也减轻了群众的负
担。”省社保局局长陈范勋告诉记者。

我省发挥系统统一、 数据集中的优势，
集中统一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基础、以社会
保障号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力资源基础信息
库。 在提取各地社会保险业务系统数据，实
现全省人社系统管理的社保数据大集中的
同时，对人力资源基础信息库进行定期动态
更新。在这种工作模式下，我省对已参加任
何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的人员，经过信息筛选
比对，将完善的信息数据导入人力资源基础
信息库，直接确认参保登记。目前，我省已将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10余
个业务信息系统进行了整合与集中。

此外，我省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开发未
参保人员登记社区（街道、乡镇）基层使用平
台， 同步研发未参保人员自助登记客户端，
对于未参加任何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的人员，
通过向社会发布公告以及街道、乡镇、社区、
行政村的宣传发动， 告知其登记基本信息，
或者通过自助登记客户端完成登记工作；与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法人单位数据库适时比
对，获取未参保单位信息； （下转2版）

人社政策惠三湘

全民参保登记，一个都不能少

第24157号 今日12版

2016年8月4日 星期四

华声在线：www.voc.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丙申年七月初二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唐婷）8月2日
至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来到邵阳市城区和武冈市，深入企业、园区、
农村考察。 这是徐守盛今年以来第7次围绕
“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区域发展新格局开展专
题调研。他强调，当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主动对接融入国家战略，加快建设沪昆
高铁经济带，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
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努力将邵阳打造成
为开放开发、后发赶超的示范区。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许又声参加调研。

集中力量，每年办好几件民生实事
雪峰山下， 一栋栋白墙红瓦的平房引

人注目。 这是武冈市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
问题花大力气建设的标准化村卫生室。2日
下午， 徐守盛走进湾头桥镇四清村卫生室
实地考察。

村卫生室里，诊断室、治疗室、输液观察
室、康复室、药房都很齐全，还配备了健康一
体机、血压计、血糖仪、电脑等设备。徐守盛逐
一察看卫生室设施， 与正在坐诊的武冈市人
民医院医生杨娇妹交谈， 感谢她深入基层为
老百姓看病解难。

当地负责人介绍， 标准化村卫生室建成
使用后，老百姓小病不用出村，还可以直接办
理新农合报销。目前，武冈市已建成212个标
准化村卫生室， 年底前可实现全市299个村
全覆盖。徐守盛说，医改的关键是建立分级诊
疗制度，要找准医改方向，夯实基层基础，走
稳分级诊疗第一步。 要积极推动更多专业人
才下到基层一线，提高基层医疗水平。

徐守盛还考察了四清村便民服务站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要求加强农村
流动党员的管理和服务， 坚持工作重心下
移、资源保障下移，集中力量每年办好几件
民生实事。

近年来，武冈市整合各类资金，采取就地
重建和异地搬迁等方式， 着力解决危房户和
无房户的住房问题。 徐守盛先后来到湾头桥
镇义夫村和邓元泰镇木瓜村，走进周月亮、朱
祥林、肖辉兵等贫困户家中看望慰问。双目失
明多年的周月亮告诉省委书记， 她家的老房

子破旧不堪，搭帮党和政府帮助建起了新房。
徐守盛勉励她培养好子女，对生活充满信心。
他叮嘱当地负责人，危房改造要因地制宜，不
能一味追求规模， 不仅要搬得出， 还要稳得
住、能致富，要积极引导帮助老百姓发展适销
对路的农产品，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

依靠创新实现发展
武冈市家家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带

领周边5个村380户农户开展生猪、铜鹅养殖
和深加工，产品销路不愁，为当地贫困户每
户增收近万元； 邵阳雪峰种业走科技创新
之路，采用“互联网+种子销售”，成功打入
国外市场。徐守盛走进两家企业考察，要求
积极引导企业参与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做好
农企、农超对接，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
质量和水平。

邵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是大型国企。
2010年， 徐守盛在企业考察时要求抓紧进
行整体搬迁退城入园，实现产业升级。几年
过去，一个全新的生产基地即将投入使用，
通过产品转型升级， 企业今年可望实现产
值5亿元。徐守盛希望企业稳打稳扎、深化
改革，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更大
发展。

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九兴控股集团5年
前进驻邵阳， 目前已完成投资近20亿元，解
决就业1.5万余人，不少打工者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 徐守盛考察了九兴控股集团邵阳产业
园，要求当地政府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支持
企业安心放心发展。

徐守盛还考察了正在建设中的邵阳武冈
机场， 要求加快建设进度， 积极谋划开拓航
线、培育客源，带动当地产业“走出去”。

建设高铁经济带，实现后发赶超
调研中，徐守盛与邵阳市、县（区）负责同

志和部分企业代表座谈， 对邵阳市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

“省委将娄邵经济走廊建设定位为沪昆
高铁经济带。对邵阳来说，能不能成为‘带’，
关键是事在人为。”徐守盛说，随着高铁时代
到来，邵阳已进入长沙“一小时经济圈”，立体
交通网络日渐形成，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希望

邵阳顺势而动，加快沪昆高铁经济带建设，努
力打造成为开放开发、后发赶超的示范区。要
抓结合融合，依托高铁融入大战略。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 及早将沪昆高铁经济带建设置
于国家整体战略中进行谋划建设，引导人流、
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品流、技术流向这一
“带”聚集。要抓互联互通，依托高铁建成大循
环。加快推进铁路、公路、机场、内河航运及综
合交通枢纽建设，形成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为主骨架，国省道为主干线，县乡公路等为支
线的立体综合交通网，形成大进大出、快进快
出的发展格局。要抓对接承接，依托高铁聚集
大产业。依托交通区位优势，立足近百万邵商
群体基础，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推动转型升
级， 使邵阳依托高铁聚集大产业的发展蓝图
尽快变为现实。要抓流转流通，依托高铁激活
大市场。规划建设一批大型综合物流园区、专
业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 把一个面向东南沿
海、 辐射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
建起来，形成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的商贸
流通格局。要抓协作合作，依托高铁发展大旅
游。把自身“点”的建设与周边“带”的建设连
接起来，形成大的旅游圈和旅游带。走区域协
作合作开发的路子， 加快融入大湘西和大桂
林旅游圈。

徐守盛强调，要着眼转型之需，切实把握
“改”的要求。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根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
刀切”；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补短板；坚持精准
施策，注重抓落地；坚持稳步推进，减少风险
隐患。要遵循客观规律，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
度，努力做到在社会可承受、群众可接受、风
险可控制的条件下有力有序推进改革。

徐守盛强调， 邵阳的脱贫攻坚任务十分
繁重，要实行时间倒排、任务倒逼，集中火力
拔掉“贫”这个病根。要突出产业扶贫，增强
“四跟四走”的实效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广
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引导农民真正走向市
场，真正摆脱贫穷，走向富裕。

徐守盛要求， 关键之年必须要有关键之
为。当前要强化调度，抓好经济运行，力争实
现“十三五”开门红。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高
度重视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扎实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认真做好换届工作。

徐守盛在邵阳调研时强调

加快建设高铁经济带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中央宣传部3
日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
模”张超和张楠的先进事迹。

张超生前是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
级飞行员。入伍12年来，他始终怀揣“强军
梦”“飞行梦”“舰载梦”，精飞苦练不停歇，履
职尽责不懈怠，超越自我不止步，多次参加
重大演习演练和军事行动，磨砺成长为优秀
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今年4月在执行

任务中，他不幸以身殉职，年仅29岁，被批
准为革命烈士。张楠生前是武警山东省总队
临沂市支队直属大队一中队班长。他自觉接
受沂蒙精神滋养熏陶，始终恪守“当兵就要
当好兵”的铮铮誓言，时刻以冲锋的姿态顽
强拼搏、积极进取，先后圆满完成多项重大
任务。 去年7月在担负我驻索马里大使馆安
全警卫任务中， 他遭遇恐怖袭击壮烈牺牲，
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湖南日报 8月 3日讯 （记者 唐爱平
实习生 谢慧娟 ） 省发改委今天透露，我
省服务业总量规模及贡献率不断上升 ，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今年上
半年， 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68.85亿
元，同比增长9.5%；服务业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58.3%。科技服务业、生产性
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服务业利润增长均在
两成以上。

今年上半年，我省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和全省GDP增速2个和1.9个百分
点。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9.7%，比
上年同期提高3.6个百分点。

服务业投资保持稳步增长。全省服务业
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99.74亿元，同

比增长16.8%，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的58.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增长较快。

服务业企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1至5
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903.84亿元，同比增长16.1%，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4位、
中部6省第1位。

重点领域服务业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1至5月， 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企业实现营
业利润67.90亿元，增长22.5%；规模以上生
产性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56.10亿元，
增长22.1%； 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
以及规模以上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都
实现较快增长。

服务业成经济增长主引擎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六成

湖 南 日 报 8月 3日 讯 （记 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科技厅
获悉，省政府日前集中批复同意7个地区为湖
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截至目前，我省共
有6个国家级高新区、16个省级高新区。

此次设立的省级高新区分别是： 长沙
市在浏阳工业集中区基础上建设浏阳高新
区； 岳阳市在湘阴工业园基础上建设湘阴

高新区； 常德市在津市工业集中区基础上
建设津市高新区； 娄底市在涟源经济开发
区基础上建设涟源高新区； 永州市在永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上建设永州高新区；
怀化市在怀化工业园区基础上建设怀化高
新区； 自治州在泸溪工业集中区基础上建
设泸溪高新区。

据悉，新增的7个高新区已形成较为鲜

明的产业特色。浏阳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汽
车及零部件和再制造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湘阴重点发展可持续建筑、 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津市重点发展生
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涟源重点发展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主导产业。 永州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
造、生命健康高新技术主导产业。怀化重点
发展生物医药、 农产品精深加工高新技术
主导产业。 泸溪重点发展以铝系列精深加
工和新金属材料加工、 生物医药高新技术
主导产业。

湖南新增7家省级高新区

中宣部公开发布
“时代楷模”张超张楠先进事迹

� � � � 8月2日，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守盛在武冈市邓
元泰镇木瓜村考察危
房改造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贺佳）8月2日
至3日，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来到常德
市、怀化市，乘船深入澧水下游、沅水中游航
道实地考察。这是继湘江、资水、洞庭湖调研
后，杜家毫再次围绕“一湖四水”保护与治理
工作开展的专题调研。 他强调，“一湖四水”
保护与治理既非一日之功，也无一劳永逸之
策。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想清楚、看
明白，以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决心扎实推
进“一湖四水”保护与治理各项工作，不求毕
其功于一役，但求干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
大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利用，促进全省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副省长张剑飞、向力力参加调研。
杜家毫一行从常德津市码头登船，顺

澧水而下，直奔鼎城区蒿子港。
鸣笛起航，杜家毫召集随行省直和当地

负责人专题研究河道采砂治理工作。湖南是
河道湖泊大省，砂石资源丰富，河道采砂线
长、面广、点多。在调研资水、洞庭湖时，河道
乱采乱堆、砂石市场混乱、监管难度大等问
题，令杜家毫十分忧心。

“河道采砂是事关航运安全、防洪安全，
生态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大事，非治不可。”
杜家毫叮嘱随行有关负责同志，要加强调查
研究，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市河道采砂管理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倾听各方意见建议，在
摸清家底、理清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各自责任，在规划制定、总量控制、门槛准
入、市场管理等方面找到几条管用有效的硬
措施，切实加强执法监管，真正让“九龙治
水”治好水，铁腕治砂保清流。

船行沅水，经桃花源、过夷望溪，一江清

水掩映,两岸层峦叠翠。“目前江里水质达到
几类水标准？上游有无重大污染源？沿岸工
业企业多不多？” 杜家毫十分关心水环境问
题，他叮嘱随行有关负责同志，要把山水林
田湖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一步加强生态
保护和修复。

水环境问题，表现在水中，根子在岸上。
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是造成
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元凶”。如何更好地防治
农业面源污染， 是杜家毫此次调研的重点。
他指出，要认真总结湘江保护与治理省政府
“一号重点工程”的成功经验，逐步向资水、
沅水、澧水和洞庭湖区推广，着力加强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正确处理产量与质量、
产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坚决堵住农业面源
污染的源头。

每到一处，杜家毫详细了解各地港口建
设、航运开发等情况。“不要一提到长江经济
带建设，就想着建码头、提高通航能力。”
杜家毫向随行人员抛出一道“作业题”———
如何正确认识湖南的黄金水道。 他强调，立
足当前经济结构转变、产业功能布局，我们
既要肯定“一湖四水”的航运作用，也要看到
“一湖四水”在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灌溉、旅
游休闲、 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功能正日益凸
显，从中找到几者之间的平衡点，真正让黄
金水道发挥出“黄金”效益。“记得小时候，最
大的乐趣就是到河里捉鱼、捉虾。我们要不
忘初心，共同努力，保‘一湖四水’安澜，让儿
时记忆重现。”杜家毫感慨地说。

此行，杜家毫还前往津市鸿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沅陵黄壤村，实地考察了当地产
业发展和精准扶贫等工作。

以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决心
确保“一湖四水”永续利用
杜家毫赴常德怀化调研“一湖四水”保护与

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