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边源）“民主党派实现民主监督的形式有
几种？”“民革湖南省委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今
天上午，“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纪念民革成立70周年” 知识竞赛在长沙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民革省直工委代表队获得一等
奖。

为纪念民革成立70周年以及湖南民革成
立65周年，同时进一步推动全省党员认真学习
民革党史和民革章程，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为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

大，12月召开的民革十三大，凝聚广泛的共识，
民革湖南省委特举办此次知识竞赛。 比赛内容
包括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中共中央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系列文件、
统战知识、民革党章和党史等。

自民革各市委会和省直工委8月举办知识
竞赛初赛以来，全省共有300多名民革党员参加
了知识抢答赛，有1200多名党员在现场观看比
赛，全体党员参与学习，掀起了学习理论知识和
民革党史的热潮，将民革“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推向深入。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任家欣 方俊）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人社局了解到，从2017年1月1日起，长沙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由每人每月155元提高到160元，并
将于2017年国庆节前发放到位。

截至2017年8月31日，长沙市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67.02万人，
领取待遇人数为79.8万人，这意味着全市
有近80万的参保人员将享受到基础养老
金调整的实惠。

根据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日前出台的
《关于调整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 从2017年1
月1日起， 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80元提高
至85元。《通知》还鼓励各市县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在国家和省最低标准基础上提高
本地区基础养老金标准。《通知》要求此次
增加的基础养老金金额，不得冲抵或替代
各地自行提高的基础养老金。根据长沙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长沙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在2017年
初已由每人每月145元上调至155元，这
一次， 则由每人每月155元再次提高至
160元。

每人每月160元，近80万人享受实惠
长沙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上调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吴丹 王祥斌）今天上午，省公安厅派
出调研督导组深入长沙市督导党的十九大
消防安保工作， 鼓励消防官兵以最高标准
打好打赢党的十九大消防安保攻坚战。

调研督导组一行首先来到世纪金源
大酒店， 实地查看了室内消火栓、 灭火
器、防火卷帘等消防设施设备，走进消防
控制室查阅了消防安全巡查台账和值班
记录， 现场测试了微型消防站快速集结
和火灾处置能力， 详细了解酒店消防安
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调研督导
组领导、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汤向
荣， 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万志祥叮嘱

相关工作人员，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
弦，以最严的手段、最实的工作、最高的标
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随后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调研督
导组要求进一步强化社会单位主体责任
落实，构建消防安全风险研判机制，定期
组织召开内部会议，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加大人力、物力、资金投入，加强单位
员工应知应会学习和灭火救援演练。

检查完社会单位消防工作情况后，调
研督导组一行走进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
特勤一中队，听取了中队执勤备战、车辆
运行、装备配备等情况汇报，亲切慰问了
一线消防官兵。

“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
省公安厅调研督导党的十九大消防安保工作

纪念民革成立70周年
民革湖南省委举行知识竞赛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王文隆）
今天上午，在长沙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窗
口，神州优车（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长沙分公司
负责人分别从长沙市交通局副局长欧璟
手中，接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 这是长沙市网约车新政出台后颁发
的首批两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

今年4月1日， 长沙市正式发布并同
步实施《长沙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细则要求网约
车平台公司应办理网约车经营许可证，车
辆应办理网约车运输证，人员办理网约车
驾驶员证，并给予6个月的过渡期。 10月1
日起，政策正式执行。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是从8月21日起
正式受理本市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运输
证、驾驶员证申请业务的。 9月13日，神州
优车、首汽约车两家平台率先获得长沙市

首批网约车经营许可资质。“其他网约车
平台公司也正在积极完善申办材料。” 欧
璟表示， 10月1日政策过渡期结束后，市
交通运输局将严格落实《长沙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规定，联合公安、通信、工商等职能部门开
展网约车市场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平台公
司和所属车辆、驾驶员的无证营运等违规
经营行为，努力营造公平、规范的出租汽
车经营环境。

目前,长沙市网约车驾驶员证、网约
车经营许可证发放工作在推进，网约车运
输证的申办已启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要
求各平台公司抓紧对已接入平台的不具
备许可准入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进行清
理，对符合准入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启动
许可申请，确保其合法经营。 长沙交通部
门提醒广大乘客，乘坐合法网约车过程中
如遇到权益受损和驾驶员不文明行为的，
可以拨打电话12328反映和投诉。

长沙颁发首批两张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名
厨联手， 南北通吃。 今晚， 由商务部商
品流通中心和湖南省商务厅主办， 长沙
市政府承办，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湘菜
报社全程策划、 执行的中华餐饮文化品
鉴会(新流派菜系)在长沙举行。

本次品鉴会在传统八大菜系之外，
推出了京、黑、晋、陕、鄂、赣、滇、黔8个新
流派菜系， 旨在拓展人们对于中华餐饮
文化的认知。 品鉴会现场， 由中国饭店
协会名厨委员会主席石万荣担任总领队，

8个新流派菜系分别有1位名厨现场烹制
出1道凸显地方风味特色的主菜。 名列传
统八大菜系的湘菜则甘当“绿叶”， 提供
配菜、 凉菜和点心。 北京锅塌豆腐、 酸
汤鸡枞浸牛肉、 长安葫芦鸡……来自9个
省市的12位名厨联袂献艺， 打造出一桌
融合各菜系特色、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
美食盛宴。

本次品鉴会是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
览会的序曲， 接下来将有25场系列活动
陆续登场。

中华餐饮文化品鉴会在长举行
名厨联手推介8大新流派菜系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田拥军

联络产业转移意向客商50余家； 16批次、
65人次登门拜访重要客商……这是郴州经开
区招商小分队今年8月的工作节奏。

“一个月时间在北京、 浙江、 上海、 深
圳、 厦门等地集中招商， 成功签约引进8个产
业项目， 总投资10亿元。” 9月8日， 郴州经开
区党委副书记宋国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如此高效率的招商成果， 郴州经开区如
何做到？

“他们服务好， 了解企业所需； 最关键
的是有现成的标准化厂房， 我们从签约到投
产只用了2个月。” 去年入驻郴州经开区的铠
楠珠宝首饰公司技术负责人陈承强感慨， 如
果企业要自建厂房， 即使是“三通一平” 的
熟地， 最快也要1年多。

去年8月铠楠珠宝与郴州经开区签约， 10
月投产， 当年便完成2.2亿美元外贸业绩， 创
造了郴州经开区项目落地速度新纪录。

“这里的标准厂房为企业量身定做， 企
业可以‘拎包入驻’， 最快投产就能抓住市
场。” 陈承强介绍， 企业租用了1600平方米的
标准厂房， 不仅配套齐全， 而且租金比深圳
便宜多了。

9月8日， 记者走入郴州经开区， 目之所

及， 主次干道纵横交错， 标准厂房鳞次栉比。
两年间， 这里从偏僻一隅发展成引资热土，
已完成“135” 工程标准厂房建设21.5万平方
米， 引进产业项目58个， 总投资额约67亿元。

“我们不是谁都招， 而是选择有实力、
有诚信、 有成功业绩、 有技术支撑的企业精
准招商。” 郴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易鹏飞介绍， 围绕“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战略的实施 ， 郴州始终将精准招商作为
“135” 工程的“第一菜单”。

近年来， 郴州的招商对策从“普遍撒网”
向“精准定位” 转变， 通过制定个性化方案，
找准双方需求共鸣点， 扎实推进点对点、 产
业链招商。 该市先后组建了园区产业、 有色
金属产业、 精品会展及矿物宝石产业、 生态
绿色产业、 文化旅游产业、 石墨及新材料产
业等6支招商小分队， 在珠三角、 长三角、 京
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招商机构， 开展主
题招商活动。

在郴州经开区， 记者看到， 这里已集聚
了电子信息、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全产业链
的产业集群。

天珑芯手机制造公司投资人兰东说， 企
业入驻园区后， 相关配套企业纷纷跟进， 共
同延伸拉长产业链， “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
长久投资发展。”

今年， 郴州经开区引进了与电子信息、
新材料相关的2个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项目。
围绕这两个重大项目， 该区规划了3000亩以
上土地， 将继续引进相关企业， 着力打造全
产业链的“电子信息应用新材料产业园”， 计
划用5至10年时间打造年产值200亿元以上、
辐射华南地区的细分专业园区。 目前， 已有
日本神田、 德国科德宝等知名电子信息和新
材料企业34家入驻园区。

两年来， 郴州经开区共引进企业106家，
累计完成产值32亿元， 解决就业近2000人，
标准厂房使用率超90%。

宋国忠介绍， 郴州经开区已成为全省重
要的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平台。 未来，
该区将在湘南物流园片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
产业， 建设湘粤赣桂省际区域性物流中心；
在长冲片区大力开展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工贸
易转型升级等方面的试验任务， 建设中部地
区产业承接重要平台以及湘粤合作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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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135”工程

从“普遍撒网”到“精准定位”，扎实开展点对点、产业链招商

郴州经开区精准招商引凤栖
两年引进企业106家，累计完成产值32亿元

�荨荨（紧接1版①） 今年来， 该市累计组织举
办家庭故事分享会、 好家风家训朗诵会200余
场。

志愿者是文明城市创建的生力军。 每天，
郴州城区主要交通路口都有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服务者， 在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工作， “礼
让斑马线” 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目前， 该市
有文明交通劝导等各类志愿者服务组织900多
个， 注册志愿者78.3万余人， 志愿服务蔚然
成风。

为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 的浓厚氛围，
今年郴州还启动“好人之城” 建设， 建立

“礼遇帮扶好人典型” 关爱机制。
礼遇帮扶好人， 好人层出不穷。 郴州市

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冯海燕介绍， 现在全市
有70多人入选“中国好人”“湖南好人”， 雷冬
竹、 刘真茂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马恭志、
曾宪国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铸造城市新品质
郴州有“天下第十八福地” 之称， 山清

水秀， 穿城而过的郴江河让这座城市充满了
灵气。

近年来， 郴州依山建园、 依河建湖， 打
造“十山十湖十河” 风光带， 铸造城市新品
质， 一幅“山上绿屏、 水岸绿网、 道路绿荫、
城乡绿景” 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青山绿水、 清新空气， 在一些地方还被
视为“奢侈品”， 而在郴州已成为人们的“日
用品”。 据介绍， 由新浪网等网络媒体发布的
2015年中国大陆城市“氧吧” 50强， 郴州是

湖南唯一入选的城市。
环境好不好， 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住在这

里的人们。
家住郴州苏仙区城东新区的王朝军老人，

每天会到西河沙滩公园散步。 他说， 以前西
河上游有采矿、 选矿企业数百家， 弄得河里
污水横流。 后来市、 区采取措施治污， 并在
河边荒滩建起了一个500亩的沙滩公园， 过去
的“臭水河” 变成了“西河风光带”。

荒滩变公园， 这样的事在郴州还有很多。
在西河、 郴江边， 大大小小的公园、 游园有
100多个。

在绘好山水画卷的同时， 郴州加强城区
道路、 地下管网、 农贸市场等建设， 让城市
更加宜居宜业宜游。

郴州市文明办的同志介绍， 近几年市里
共投入约170亿元， 对110多条主次干道、 地
下管网进行了提质改造。 还投入6000多万元，
对34个农贸市场进行标准化建设， 面貌焕然
一新。

提升城市品质， 增强了郴州人的幸福感。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2015年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 入选城市30个，
郴州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提升发展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软实力。 近年

来， 郴州大力挖掘传统文化， 弘扬红色文

化， 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进一步树立“开放
包容、 求实创新” 的城市精神， 提升发展软
实力。

作为我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郴州
是连接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重要纽带， 自
秦置县始已有2200多年历史， 这座城市给后
人留下了湘粤骡马古道、《爱莲说》、 裕后街等
大批历史文化遗存。 为擦亮一张张历史文化
名片， 郴州加大保护开发力度。 投入7亿多
元， 修缮了裕后街， 把一个充满湘南风情、
商埠文化和人居文化的千年商业重镇呈现在
世人面前。 还建设了爱莲广场、 恢复了湘粤
骡马古道生态等。

郴州是革命老区， 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
红色基因责无旁贷。

记者看到， 到湘南起义纪念馆、 南塔烈
士公园等处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小学生络
绎不绝。 汝城县沙洲村“半床棉被” 军民鱼
水情故事被编成歌舞剧上演， 深受群众喜爱。

郴州精心设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公园匠心独运、别具特色，“中国梦”主题广
场五岭广场气势恢弘， 廉政文化主题公园爱
莲湖清新迷人……市民在游玩时耳濡目染、
成风化人。

步入爱莲湖公园， 一座古香古色的书院
展现在眼前，耳畔传来朗朗读书声：“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 湖中朵朵莲花亭亭玉
立、 清香扑鼻， 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幸福生活入画来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9月8日，“岳阳楼” 牌60克胶版印刷

纸成功中标，成为人民出版社“十九大”文
件重点图书首选印刷专用纸之一。“这项
任务光荣而神圣， 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圆
满完成生产任务。” 岳阳林纸董事长黄欣
表示。

接到任务后， 岳阳林纸确定由享有
“王牌纸机”美誉的8号纸机担纲生产。该
纸机专门生产出口高档纸，曾生产党的十
八大文件重点图书专用纸。

为提供最优产品，岳阳林纸分公司成

立了高端印刷用纸工作室，销售公司与市
场、运管、采购、生产、质管、仓储物流等部
门密切配合，从订单、原料、生产、检验、包
装到发运，力求精益求精。

岳阳林纸与“红色经典书籍”的不解
之缘，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岳阳林纸
总经理刘雨露介绍，“岳阳楼”牌胶版印刷
纸系列产品曾荣获“国家质量金奖”，是印
刷《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的首选
用纸，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读本（2016年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等
重点党建文献的印刷专用纸。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其中， 国网范围内贫困地区工商业

用电价每千瓦时下调1.57分； 农村一般
工商业电价每千瓦时降低6.7分， 实现城
乡一般工商业同价； 对参与市场交易的
贫困县工商用户， 结算时在其市场交易

价格的基础上每千瓦时降低3分。 预计全
年共减少贫困地区工商企业用电成本5亿
元左右。

省发改委表示， 将加强监管， 督促
电价及时降价到位， 一旦发现价格违规
违法， 将严肃查处。

�荨荨（紧接1版④） 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脱贫战略
思想特别是教育扶贫的重要论述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
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到扶贫脱贫各项具体工
作中。要强化问题导向，以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扎实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确保取得人

民认可、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成效。希望省政
协和各位委员发挥优势，多做增进共识、建
言献策、 凝聚力量的工作， 在推进教育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中展现更大作为。

在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与会人
员还听取了关于我省教育情况的专题报
告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 � � � 9月13日， 新田县枧头镇云溪欧家村， 俯瞰优美整齐的村民新居。 该村原是贫困村， 近年来， 在国土资源部
扶贫工作组和县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 该村推进新农村建设， 统一规划， 新建住房100户， 目前已有70户建成入
住。 同时， 该村完善了村民休闲文化广场、 绿化和亮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何昕 摄影报道

贫困村
村民新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