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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经 济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太幸运了！” 12月4日，王福强高兴
地告诉记者， 以前听别人说要工钱很难，
但这次自己马上就拿到了。

王福强是慈利县一建筑工地上的农
民工，到11月10日，跟他一起在工地上做
工的160名农民工已有3个多月没领到工
资了。年关将至，要钱无望，无奈之下王福
强跟工友们一起将工地拖欠工资的事情
投诉到了慈利县劳动监察大队。接到投诉
后，慈利县劳动监察大队马上行动，督促
工程承建负责人马上筹集资金，将拖欠的
160名农民工工资全部发放到位。

王福强所说的“幸运”，其实是我省法
治人社建设实施后带来的巨大变化。

2015年，省人社厅在全国人社系统率

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全省法治人社建
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定
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人社的新格局，为
全省法治人社建设绘出了蓝图，使全省法
治人社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紧跟《意见》部署，省人社厅又出台了
《2015年度依法行政与法治建设年度发展计
划》、《2015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方案》，并发布
了《2014年度法治人社建设蓝皮书》。并通过
“法治人社大讲堂”“法治人社大家谈” 等形
式，全面解读法治人社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在
全省上下营造了领导带头率先垂范、 法制机
构全力以赴、企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法治人社建设推行以来， 我省人社系
统的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 据省人社厅发
布的 《湖南省法治人社建设年度报告
(2015)》(蓝皮书) 显示，2015年全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系统行政争议案件大幅增长，

全省共接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复议申
请207件，立案受理案件188件；省本级收到
行政复议申请112件，其中立案受理101件；
全省共发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应诉案
件1067件，与2014年相比，增长了112%；行
政诉讼案件量呈“井喷式”增长。

“案件受理量大幅增长的背后，是群
众、 企业、 监察部门法治意识的明显增
强。” 长沙市人社局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肖建国告诉记者，自省人社厅推进法治人
社建设以来，长沙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在
每次日常巡视检查结束后，都会将巡视中
发现企业在用人方面的法治问题，举办专
门的培训班，邀请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

“法治人社建设使王福强这样的普通
群众也能充分享受到‘法治红利’。”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省人社厅将持
续推进法治人社建设，并把发布法治人社

建设年度报告作为每年的一项常态化工
作，邀请社会各界对全省法治人社建设进
行的监督。

■政策链接：
贯彻落实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信访条例》 等法律法规。 加强县
（区、市）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伍建设 ，提
高法律意识、执法能力 、执法效能和服务
水平。 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加
强 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协调
配合，完善执法协作机制 ，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细化“欠薪入刑”“骗保入刑”案件的
移送标准和具体规范 ， 建设信息共享平
台，提高移送案件的办理能力。

———摘自《关于全面推进全省法治人社
建设的实施意见》（湘人社发〔2015〕1号）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人社政策惠三湘

让群众充分享受“法治人社红利”
工行与县级政府首度电商合作

助江永“五香”走出深山

李伟锋

2016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已落幕，但“网上
农博会 ”仍然火爆 。由某电商推出的城步 “高山乌骨
鸡”，通过电商云平台价格翻了番、销售量翻了4番，有
的甚至漂洋过海“飞”出了国。

借助电商云平台这一快捷开放通道，山里乌鸡轻
松出国，这不是简单的网上购物。

通过电子商务，省掉了中间贸易环节，消费者海
淘更方便，内陆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向海外直销，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充分体现
了湖南经济外向度，凸显湖南经济与世界经济在更高
层次上实现了深度融合。

开放发展是不断的探索过程，尤其需要与时俱进
的发展眼光、开拓进取的创新思维。湖南充分利用移
动互联网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巧妙越过 “内陆”、“中
部”等几何定位而跻身开放前沿，重塑了外贸新优势，
构建起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一组数据为证：在进出口持续“双降”态势下，今
年前3季度，我省电子商务交易额4280亿元，同比增长
35.9%。 其中， 跨境贸易增速最快。 另一个事实就是，
UPS、FedEx、DHL、TNT等全球四大快递巨头和顺丰、
“四通一达”等快递龙头企业全部入湘，与跨境电子商
务快速发展互为印证。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好开放发展的平台至关
重要。近年来，湖南充分利用“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积
极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 ，不断加强包括跨境电子商
务、保税物流中心、综合保税区、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等在内的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在融入国家
战略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强化区域合作中拓展
新空间，逐渐构建起中部对外开放高地。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要加快建设开放强省，
努力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站在
“互联网+”的风口上，“不沿海不沿边”中部湖南完全
可以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 提升开放发展新水平，在
开放发展中实现中部崛起。

谈经论市

山里乌鸡“云”上飞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系列谈之八

中部最大平行进口汽车项目入驻长沙

消费者可买到合法低价进口汽车了

娄底轻量化汽车板深加工项目投产
并为汽车制造商提供技术服务综合解决方案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段云
行 通讯员 康承贵 吴晔）12月8日，设
在国家级娄底经开区的华安钢宝利高
新汽车板加工（常熟）有限公司娄底分
公司轻量化汽车板深加工项目正式投
产，标志着娄底以“汽车板”为代表的
精品钢材产业进入发展新时期。

该项目由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
板 有 限 公 司 （VAMA） 与 西 班 牙

Gonvarri公司共同出资开发， 为VA-
MA下游产业链延伸配套项目，主要为
汽车制造商提供优质产品及技术服务
综合解决方案。 项目所产轻量化汽车
板，有利于降低汽车整车重量，实现汽
车轻量化，提高汽车安全性能、燃油经
济性和环保性。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
将和VAMA一道， 为汽车制造商提供

汽车用钢综合解决方案。 娄底分公司
将以项目竣工投产为起点， 力争尽快
达效、实现盈利，为落实推进钢铁工业
供给侧改革、 服务娄底地方经济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娄底市委、市政府也将
把轻量化汽车板深加工项目作为推进
当地供给侧改革、 加快传统钢铁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全力支持其做
大做强。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周月
桂)今天，中部地区最大的平行进口汽
车项目开利星空长沙国际汽车城在望
城区开业。 天津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
试点平台与湖南汽车消费市场实现无
缝对接，湖南消费者可在此买到合法、
价低的进口汽车， 同时该项目也将带
动平行进口汽车产业链的形成。

据介绍，该项目是省内规模最大、
品类最齐全的平行进口车大型综合卖
场， 目前已促成湖南境内200家进口

汽车经销商与60多家平行进口汽车
海外采购商签订合作协议， 项目投入
运营后， 可实现年营业额40亿元。业
内人士认为， 该项目还将带动中南地
区平行进口汽车的消费汇聚和相关的
服务业态产生， 形成以点带面的产业
布局和消费结构升级。预计到明年底，
可带动超过300家与汽车相关的商家
落户，围绕该项目产生的金融、零配件
销售、 汽车服务等产业市场价值总额
将突破50亿元。

所谓平行进口汽车， 是指那些
未经跨国汽车公司品牌授权、 从海
外经销商处购买转而在中国市场销
售的车辆。 跨国汽车公司授权的进
口车，一般叫做“中规车”，相比“中
规车”，平行进口车由于压缩了中间
环节，差价可达15%至20%。 国家工
商总局宣布自2014年10月1日起停
止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授
权经销商备案工作， 这为平行进口
车业务打开了政策窗口。

激活农村闲置资产 破解农民融资难题

浏阳农房抵押贷款余额达46.35亿元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刘洲） 记者从今天启动的
浏阳市“金融改革惠万农” ———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集中宣
传活动上获悉， 截至今年11月30日，
浏阳市农房抵押贷款余额达46.35亿
元，惠及农户及企业17069户。浏阳在
全省最先开展这项金融改革， 目前贷
款余额也是全省县（市）中最多的。

如何破解农民融资难题？ 浏阳自
1998年开始，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以
集体土地上的农民住房作为抵押物，

在全省率先开始了农房抵押贷款的探
索。与此同时，浏阳着手开展以信用建
设为重点的金融安全区创建活动，被
授予全省首家“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
达标单位”称号，并一直保持至今。全
市达标的信用村（社区）占比68%，家
庭信息采集覆盖30.65万农户， 占比
96.8%。 其中29.21万户已进行评级授
信， 为解决农民融资难题提供了有利
的先决条件。

今天的宣传活动现场， 银行工作
人员热情为当地农民讲解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政策知识和业务
办理流程， 并通过电子显示屏播放宣
传标语、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页
等。

“把握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的重大机遇， 是浏阳布局农村金
融改革、 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的不二选
择。”浏阳市政府办副主任、市金融办
主任李峰表示，浏阳将加快唤醒“沉睡
资产”，撬动信贷资金，促使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真正成为促进农业发
展的“发动机”。

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唐爱平）今天，长
沙瑞森可机器人生产基地在暖冬的艳阳下一派喜
气，国内首批智能协作机器人在此下线。这批加载
目前最前沿人机协作技术的“智能军团”，将开赴
北京、烟台、郑州、法国巴黎、泰国曼谷等地。湖南
瑞森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唯一双臂机
器人生产基地， 开始批量供货， 目前已接到俄罗
斯、英国、法国和泰国等国的订单。

今年 2月， 瑞森可公司与美国 Rethink�
Robotics公司、 长沙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Rethink� Robotics首批生产基地落户长沙。在世
界先进科技的支撑下， 瑞森可推动智能协作机
器人在3C电子、 仪器仪表等工业制造领域快速
运用与发展。与此同时，瑞森可公司还一直在进
行本土化改进与自主创新，如AGV（移动底盘机
器人）、人机跟随、自动末端快换技术等，在人工
智能领域发展迅猛。

当前，大多数工业机器人是单臂机器人，只
适应于特定的产品和工作环境， 而且不能实现
人机互动协同。有着呆萌表情、两只手能灵活自
由移动的瑞森可双臂智能协作机器人， 能在生
产线上灵活作业。 采用瑞森可智能协作机器人
的作业现场，无需安全护栏，一旦碰到人，机器
就会立刻停下来。 智能协作机器人还能快速适
应工厂环境变化，能像人类一样工作，给工厂车
间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据悉，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引入瑞森可智能协作机器人， 进一步实
现了自动化柔性组装， 从而拥有了目前国内电
表生产企业中检测工序最多、 兼容产品类型最
广、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生产线。

双臂智能协作机器人在长下线
瑞森可成全球唯一双臂机器人生产基地， 实现批量供货

� � � � 12月8日， 湖南瑞森可有限公司机器人生产基地， 双臂智能协作机器人下线。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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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沈
威） 特色农产品进入拥有千万级会员的电商平台后，
有望告别“养在深山人未识”窘境。记者今天获悉，工
商银行与江永县政府电商合作的结晶———“融e购·江
永馆”正式上线，销售持续火爆，订单纷至沓来。这也
是工行“融e购”电商平台全国系统首家县级地方馆。

工行2014年开始运营“融e购”电商平台，定位“名商、
名品、名店”，目前在全国拥有6000余万会员、近2万家商
户的销售资源。江永县位于我省西南山区，气候独特，盛
产香柚、香芋、香姜、香米、香菇等特色农产品，也是全国
最大的香柚和香芋生产基地。“融e购·江永馆”开馆当日，
江永县入驻的8家商户共卖出农副产品1688份，实现销售
金额77655元，另有几笔B2B供销大单正在紧密撮合中。

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与江永县政府继续深入
合作，构建“电商+政府+协会+企业+农户”多赢模式。
同时，工行将借助“融e购”电商平台，为农产品产供销
链条上的商户、企业提供融资、收单、结算、理财等全
方位金融服务，帮助当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