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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4月 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今天，长沙市“一区一廊”（“一区”指湖南湘
江新区，“一廊”指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暨楼
宇招商推介会在香港举行，现场签约项目14
个，总投资额308.9亿元。副省长何报翔出席
推介会。

长沙与香港的交流日益密切， 香港已成
为长沙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
场。 香港九龙仓集团投资的长沙国际金融中

心建成后将成为湖南第一高楼， 其规模将媲
美九龙仓集团在香港的旗舰项目海港城。

推介会上，长沙市共发布了湘江新区、
高铁会展新城、长沙空港城、黄花综合保税
区和金霞经济开发区等五大片区的27个开
发项目，总投资约3410亿元；涉及金融、现
代物流、汽车零部件、电子商务等多个行业
和领域。

港洽周期间， 长沙已签约项目42个，总

投资额660.3亿元，其中外资项目15个，总投
资额211.2亿元。华润集团、丰树集团、澳优乳
业（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投资长沙。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省农委与三湘集团有限公司携手在
香港三湘大厦举办了湖南农产品（香港）展
示展销中心暨湖南大铺子线上平台启动仪
式。 来自湖南的100多个品牌、600多种农
产品与香港客商面对面。

去年8月，省农委与三湘集团在香港三
湘大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约定在
香港设立湖南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窗口，
携手打造湖南农产品在香港常年展示、推
广、交易平台。今天，湖南农产品（香港）展
示展销中心暨湖南大铺子线上平台正式启
动，首批入驻展示展销中心的产品中，60%
的品牌获得国家“三品一标”认证。

湖南农产品（香港）展示展销中心和大
铺子线上平台由三湘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营
运、管理，省农委将继续与三湘集团密切合
作，充分发挥平台功能，将更多的湖南农产
品卖到香港。

张家界“绿色”品牌
受热捧

签约12个项目，总投资
170.1亿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廖声田 宁奎）
今天，在香港举办的“港洽周”重大项目签
约仪式上再传捷报，总投资达60亿元的张
家界天门山电影小镇项目成功签约。此次

“港洽周”，张家界已签约12个项目，总投
资达170.1亿元。

张家界拥有绝美的旅游资源，是世界
自然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所在地。作为湖
南和武陵山区旅游龙头， 张家界市旅游、
生态、文化、流通等产业发展的洼地效应
日渐显现，旅游产业规模位居国内同类旅
游城市前列。

此次“港洽周”，张家界市“绿色”品牌
受到热捧。签约项目中，除“电影小镇”外，
还有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香港铜锣
湾集团慈利城市综合体、桑植南滩光伏发
电、 中国供销·武陵山三农国际电商物流
园、“欢聚山水·乐享时光” 旅游度假综合
项目等。

魅力长沙惊艳香港
“一区一廊”引资超300亿元

开放潮声急 湘江连香江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 湘港澳人力资源服务协作签约洽谈会在
香港举行。 湘港澳三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签
订了合作协议， 将在人才交流等人力资源服
务方面展开协作， 并共建湘港澳高端人才网
上交流专区，同步发布三地人才供需信息。副
省长向力力出席会议。

签约洽谈会上， 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与穗港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澳门国际人才

交流协会签订了《人力资源服务合作框架协
议》；湖南人才市场有限公司与香港金饭碗招
聘网页有限公司、 澳门人才招聘网络有限公
司签署了《人力资源服务合作协议》。

湖南人才网、 香港金饭碗招聘网和澳门
人才招聘网， 还将通过此次洽谈会启动三网
对接，共建湘港澳高端人才网上交流专区，同
步发布三地人才供需信息， 为湘港澳三地的
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便捷服务。

湘港澳签订人力资源服务合作协议

高端人才信息三地网上共享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
天，记者从湖南岳阳（香港）现代物流创新发
展试点城市专题招商推介会上获悉， 港洽周
期间， 岳阳市已签约24个项目， 合同引资
627.3亿元。

凭借163公里长江“黄金水道”和长江8
大深水良港之一的城陵矶港， 岳阳市已建
成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启运港退税政策试
点港和汽车、肉类、粮食、固废进口口岸，成

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6大国家级开放平台
的地级市。

港洽周期间， 岳阳市精心筛选了196个
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赴港招商， 涉及现代服务
业、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园区
建设五大类。其中，总投资120亿元的南湖新
区洞庭·南湖国际文化休闲小镇项目于25日
成功签约。在今天的招商推介会上，成功签约
7个项目,总投资424亿元。

长江“黄金水道”连通香江
岳阳合同引资逾600亿元

湖南大铺子
线上平台启动

600多种农产品卖到香港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作为港洽周专题活动之一的湖南（香港）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合作推介会在香港举
行，现场传出好消息：签约41个项目，合同金
额645亿元。副省长向力力出席会议并致辞。

港洽周期间， 湖南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积极对接香港及珠三角地区的大产业、 大资

本、大市场。推介会上，制造业项目受到投资
方的青睐， 现场签约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汽
车、新材料、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等多个制
造业重点领域。其中，泰富重装与尼日利亚克
罗斯河州政府和联邦港务局签署了投资10
亿美元的卡拉巴尔港口总承包项目， 成为湖
南工业企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的亮点。

湖南工业企业香港“掘金”
签约41个项目，合同引资645亿元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王建军）今天，记者从正在香港参加“港
洽周”的张家界市代表团获悉，该市计划今年
6月开通至香港的航线。

香港是张家界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双
方有着密切的交往合作。2000年， 张家界至
香港的包机开通；2011年，由香港评出的“中
国最具海外影响力城市” 的荣誉授予了张家
界；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等5大商会
和商界精英还发起成立了香港张家界经济促

进会， 为张家界架起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
平台。经贸方面，港资2007年就建成武陵源
天子山索道， 香港纳百利集团投资的皇冠假
日酒店等一批旅游设施和服务项目相继落户
张家界。

“架起两地交流新桥梁。”张家界市副市
长欧阳斌表示， 张家界正大力实施“对标提
质，旅游强市”战略，新航线的开通对张家界
拓展欧美等地旅游市场有着积极意义，同时，
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经贸交流。

张家界计划6月开通至香港航线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湖
南城际铁路公司今日发布，长株潭城际铁路
将于4月28日零时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届时，长株潭城铁将增大开行密度，取消“站
站停”开行方式，每趟列车运行时间均控制
在1小时以内。

据铁路部门介绍，长株潭城铁从去年12
月26日开通运营以来，客流冷热不均。如，洞
井、荷塘、九郎山等车站客流量长期明显偏
少；先锋、板塘、大丰、田心东等站则客流较
为集中。 根据客流量以及旅客出行规律分
析，铁路部门对长株潭城铁进行本年度第二
次调图。

调图后，将增加开行对数，加大开行
密度。节假日期间开行35对，其中长沙至
株洲南17对，长沙至湘潭18对；平时开行
29对，其中长沙至株洲南14对，长沙至湘
潭15对。

列车开行方式不再“站站停”，而是根据
客流多少优化停靠站点。确保先锋、板塘、大
丰、田心东四个客流大站，实行“趟趟停”。

保留长沙至湘潭、长沙至株洲这2对“大
站直达”列车，但在湘潭方向停站中增加了
先锋站；株洲方向停站中增加先锋站、田心
东站。

长沙往株洲的“大站直达”列车运行时
间为42分钟，长沙至湘潭的“大站直达”列车
运行时间为37分钟。其余车次普遍运行时间
为45至55分钟。 运行时间最长的车次为长
沙至株洲南的C6911、C6915，为1小时。

记者查询，目前，长沙至株洲南的列车
全程运行时间普遍为1小时10分；优化停站
时间和停靠车站后，每趟列车的车程均控制
在1小时以内。

为方便旅客与长沙市地铁1、2号线的早
末班车衔接，城铁长沙站的首末班列车时刻
有所调整。其中，长沙至株洲方向的首班车
由原来的7时调整为7时10分钟， 末班到达
长沙的时间由23时9分调整为21时57分；长
沙至湘潭方向的首班车由原来的6时50分
调整为7时，末班到达长沙的时间由22时57
分调整为22时29分。

湖南日报 4月 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胡斌超 赵莎芬 ）4月29日， 首都国
际机场将完成中跑道大修工程。 南航湖南

分公司今日发布，从4月30日起，长沙飞北
京航班将恢复正常运行， 每天执行7至8趟
航班。

4月2日至29日，受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跑
道大修影响，长沙至北京航班锐减，南航共取
消120架次（60趟）航班。

5月，长沙飞北京航班的机票价格优惠
较大，早晚班机票最低3折左右，午班高峰
时刻机票大多为6至7折。 详情以官网信息
为准。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甘丽莎）长沙火车站今日发布，4月28
日至5月1日为“五一”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预
计发送旅客35.5万人次， 同比增长17.66%。
届时，长沙火车站将增开往衡阳、广州等地
临客22对。

车站预计，4月28日中午至4月29日上
午， 普铁客流将出现明显增长；5月1日返程
客流高度集中。 长株潭城际铁路在4天运输
期的客流将整体增高，高峰期为4月29日至
30日期间。

长沙火车站计划加开临客22对，其中始
发11对（往衡阳、广州、永州各2对，往怀化、
张家界、石门县北、郴州、岳阳各1对）。具体
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为准。截
至26日18时，省内各方向均有余票。

目前， 长沙火车站共设置了12台自
助进站核验闸机、5个人工验票通道 ，为
旅客提供进站验证服务。 旅客可通过站
内语音文字、 滚动视频等了解自助进站
方式； 也可咨询工作人员和中南大学的
学生志愿者。

湖南日报4月26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赵灿）“五一”小长假将至，预计长沙火
车南站将再次迎来客流高峰，单日到发旅客
将突破25万人次，或将刷新清明小长假日到
发24.1万人次的纪录，再创新高。

为积极应对客流高峰，4月26日， 长沙火
车南站地区综管办组织站区各驻站单位、部

门，召开“五一”特护期工作调度会，对站区进
行全面动员，增强值守力量，确保平安有序。

4月28日至5月2日，长沙火车南站将加
强值班备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增派40名
武警、30名安保人员保护站区安全，并在节
前开展反恐防暴安全大检查，及时排查整改
隐患。

长株潭城铁明日起实行新运行图
●车次普遍运行时间为45至55分钟
●长沙站首末班车次时刻调整，方便转乘地铁1、2号线

首都国际机场跑道29日完成大修
长沙飞北京航班30日起恢复正常运行

“五一”小长假期间
长沙火车站加开临客22对

长沙火车南站积极应对“五一”客流
预计单日旅客将突破25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搞好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首先
必须做到规范法规程序要求。在推选村（居）
民代表、流动票箱设置、委托投票等方面，如
何做到规范法规程序要求，省村（居）“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省民政厅厅长
唐白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如何确定社区居委会选举方式？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规定，居民委员会由本居住地区有选举权的居
民或者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也可以由每个居
民小组选举代表2至3名选举产生。这条规定包
含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由本居住
地区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每户派代表选举产
生，属于直接选举方式；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
代表2至3名选举产生， 属于间接选举方式。选
择哪一种方式都是符合法规的。具体针对某居
委会是实行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方式，由乡
镇（街道）党（工）委根据居委会的选情，提出意
见，交居民代表会议通过，在居委会选举办法
中明确，并报县市区村（居）“两委”换届选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记者： 居委会间接选举基本流程主要有
哪些？

答： 居委会间接选举基本流程如下：1.推
选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2.� 以居民小组推选
居民代表并公布代表名单；3.召开居民代表会
议议定居委会换届选举办法并公布；4.召开居
民代表会议提名候选人，公布得票结果（正式
选举日10日前）；5.乡镇（街道）党（工）委审查候
选人资格和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选举日7日
前）；6.组织正式候选人集体谈话；7.社区居民选
举委员会组织介绍正式候选人情况；8. 筹备选
举大会；9.召开正式选举大会。包括清点参会人
数，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奏国歌，报告上届工
作、财务清理情况和选举准备情况，正式候选人
竞职演说， 介绍选票和投票办法， 检查密封票
箱，居民代表投票，集中验票、唱票、计票，宣布
选举得票结果，封存选票，填写选举报告单和
统计表；10.乡镇（街道）党（工）委集体审查选
举结果，宣布当选结果，颁发当选证书。

记者：推选村民代表有什么新要求？
答： 推选村民代表一般在村民选举委员

会产生前或者同时推选， 特殊情况也可以在

村民选举委员会产生后推选或者补选。 新修
订出台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五条规定：村民代表
和村民委员会成员共同组成村民代表会议。
按照新修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和我省的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村
民代表按5—15户推选1人， 或者由每个村民
小组推选若干人。村民代表一般在60—100名
左右，具体人数由乡镇（街道）党（工）委提出
意见，交由村民会议决定。妇女代表名额要明
确分配至各村民小组， 确保女性代表占三分
之一以上。提倡推选党员、村级组织主要负责
人为村民代表。

记者：推选居民代表有什么新要求？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 有关规定， 参加选举的居民代表有两
种。第一种是户代表，第二种是每个居民小组
推选2至3人组成选举代表。 居委会选举一般
采用第二种方式，居民代表人数一般在100人
左右。具体人数由乡镇（街道）党（工）委根据

居委会实际情况，提出意见，由社区党组织组
织推选。

记者： 采取间接选举方式的居委会如何
进行选民登记和公布选民？

答：采取间接选举方式的，一般应当在摸
清选民户数的同时确定参加选举的居民代表
名额数， 将名额分配至各居民小组或小区推
选，并提出代表条件和结构性要求。居民选举
委员会要对各居民小组或小区推选出来的选
举代表（即参加新一届居委会间接选举的选
民）登记造册并公布。具体操作细则由各地在
选举方案或居委会选举办法中明确。

记者：村委会选举对委托投票有什么要求？
答：《湖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规定：

“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的，可以采用书信、传真、
短信、电子邮件等本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办
法认可的形式，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
为投票。每一选民不得接受超过五人的委托。”
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具体针对某

村选民在不超过五人上限的情况下，可以接受
几人委托，采用什么委托方式，遇到无近亲属
可委托的特殊情况怎么处理，要由乡镇（街道）
党（工）委提出意见，经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在
本村选举办法中作出明确规定。

记者： 关于正式选举中票箱设置有什么
要求？

答：正式选举日，有条件的地方要以选举
大会形式集中投票， 在大会会场按50人左右
设立一个票箱； 不能以选举大会形式集中投
票的，要设立中心会场，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
原则设立若干个投票站。 无论是选举大会还
是中心会场选举，都要严格控制流动票箱，流
动票箱只能专门用于病、 残等行动不便的参
选村民，使用流动票箱的人员名单、提票箱人
员、 返回截止时间要在选举大会或中心会场
公布。

规范法规程序要求
———省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民政厅厅长唐白玉答记者问

苗乡晨雾
4月26日，吉首市矮寨镇德夯景区，细雨飘洒，晨雾袅袅升起，飘逸曼妙，变幻多姿，与穿

流而过的溪河及靓丽的民居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村风景画。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