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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刘泉子）省国土资源厅今
天召开了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
图”专项行动巡查工作启动会。 国家
排查整治“问题地图”行动第五巡查
组成员、湖南省专项行动联席会议成
员及联络员参会。

当日，巡查组赴定王台图书城、湘
江新区和兴威华天大酒店展开巡查，

发现定王台图书城销售的教辅材料中
有地图存在漏绘南海诸岛等问题、湘
江新区规划档案中心有地图存在漏绘
台湾岛等问题。对于“问题地图”，巡查
组要求当场下架或者销毁， 并将根据
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处罚。

此次专项行动将针对互联网网
站登载的动态和静态地图、新闻媒体
使用的地图等八大地图种类，重点检

查三大类“问题地图”：一是存在危害
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严重问
题的地图；二是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
利益等严重问题的地图，如在地图上
表示军事禁区等不能对外公开的涉
密内容；三是其他不符合地图管理有
关规定的地图和行为。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金勇章介
绍， 湖南省已连续两年开展“问题地

图”专项整治行动。 2016年，省国土资
源厅立案查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问
题地图11件，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予
以警告的4件，合计没收和集中销毁问
题地图产品1.6万册；2017年上半年，
省国土资源厅向市州移交了长沙市移
动频道问题地图、 宁乡市旅游局问题
地图等多起问题地图线索， 并开展跟
踪督办，对问题地图实行“零容忍”。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陈淦
璋）记者今天获悉，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联合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交
通厅和省水利厅，对今年我省招标投
标领域不良行为记录主体、违法违规
和失信黑名单企业共33家进行了集
中公布。 这批被曝光的企业，已被列
入诚信体系建设黑名单。

本次上“黑榜”的企业包括长沙

粤辉博恩富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云
南沃葵商贸有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等，涉及住建行业9家、工
业行业16家、 交通行业5家和水利行
业3家。 这也是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今年第二次牵头公布招投标领域失
信名单，该领域第一批失信名单已于
今年5月公布。

据了解， 本次公布招投标领域失

信名单突出几大特点： 一是对涟源市
某工程项目招投标违法违规主体进行
严肃处理。该项目在招投标过程中，存
在严重的串通投标违法行为。 省住建
厅督促涟源市住建局依法对9家单位
作出罚款、 取消其在涟源市行政区域
范围内1至2年参与投标或代理资格
禁入的行政处罚。 二是首次利用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认定串标行为。今年6月

以来通过开评标电子系统分析和比
对， 不同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部分甚
至全部相同，或MAC地址（注：用来定
义网络设备的位置，具有唯一性）完全
相同， 评标委员会依法认定为出现异
常一致的串通投标行为或视为相互串
通投标。 三是首次实现工程建设招投
标领域全覆盖，涵盖了交通、水利、住
建、工业行业工程建设领域。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刘
银艳）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
到，为进一步明确细化我省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省人社厅、省财
政厅日前联合发出《关于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我省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扶持资金、求职创业补贴等
8个方面的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管
理做出明确规定。

明确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持
资金使用范围。 除不能用于《财政
部人社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社
〔2015〕290号） 第十四条明确禁止
的“创业担保贷款基金和贴息等支
出”外，其他支出用途、项目继续按
照《关于印发〈湖南省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湘财社〔2015〕35号）执行。

明确我省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对
象为孤儿、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
家助学贷款、 特困人员中的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和贫困残疾家庭、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 城乡低保家庭中
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具体发放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应届毕业生
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湘
人社发〔2015〕60号）执行。

继续实施校园招聘活动补助
政策。 具体按照省《关于做好校园
招聘活动一次性补助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发〔2015〕62号）执行。
继续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给予一次
性岗位补贴。 具体按照《关于鼓励
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型
企业吸纳就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湘政办发〔2013〕41号）执行。

继续对参加“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的学员给予学费补助。 具体
按照《关于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 的通知》（湘组发〔2014〕12
号）执行。

继续对入读我省技工院校的城
乡初高中毕业生实施实训补贴。 具
体按照《关于对入读技工院校的城
乡初高中毕业生实施实训补贴的通
知》（湘人社函〔2014〕260号）执行。

明确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
能鉴定补贴对象范围，将服刑和戒
毒人员继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和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对象范围。

明确我省享受创业培训补贴
对象范围，除财社〔2015〕290号文
件规定的五类人员外，其他大中专
院校在校学生（含中职、技校），小
微企业创办者，有创业意愿的企事
业单位职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
群体（含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及强制
戒毒人员） 均可享受创业培训补
贴，具体补贴标准按照《关于印发
〈湖南省创业培训管理办法〉 的通
知》（湘人社发〔2015〕26号）执行。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彭
雅惠）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今
天，美团点评集团与衡阳市食药监
局签署互联网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合作框架协议。 今后，衡阳市入网
美团点评平台的餐饮商户，都会形
成食品安全电子档案，并与衡阳市
食药监局信息对接。 这是美团点评
集团在湖南签订的首个食品安全
共治协议，也是我省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与互联网订餐平台共享数据、
保障餐饮安全的首次尝试。

“高效治理食品安全问题，需要
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参与。 ”美团点评
集团食品安全官高钊告诉记者，以
外卖为例，目前“美团”外卖日订单
已超过1300万单， 而确保入网餐饮
商户食材安全卫生是一大难题，不
能仅靠政府监管部门或互联网平台
企业。

签订协议后， 衡阳市新申请入
网“美团”的餐饮商户，必须先上传
工商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证照， 美团点评集团比对当地食药
监局提供的信息，确定证照真实、有
效的商户才能上线经营， 美团点评
集团当即为其建立食品安全电子档
案。

对于已上网经营的餐饮商户，
美团点评集团定期核验， 将所掌握
的商户食品安全电子档案等大数据
与衡阳市食药监局实现互查、互联、
互通。

此外，根据协议，美团点评集团
还将对消费者的用餐点评中关于食
品安全的内容进行分析， 发现集中
突发的负面情况会实时警报， 协助
衡阳市食药监局及时掌握辖区内餐
饮商户整体动态形势， 提升监管效
率。

�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戴
勤 通讯员 向云峰 袁学龙）“今年种
子产量高，收入又增加了。”9月11日，
算着今年杂交水稻制种收入账， 绥
宁县唐家坊镇白沙村制种村民袁水
平脸上乐开了花。 他家一丘“晶两
优534” 制种田经有关专家现场实割
测产， 亩产达263.9公斤。 按现行收
购价计算， 每亩收入可达4908元，
较去年增加1000多元。

绥宁已有40多年杂交水稻制种
历史， 是我省杂交水稻制种大县，
被袁隆平院士称为“中华杂交水稻
制种第一县”， 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
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 近

年来， 该县大力推行“公司+专业合
作社”“公司+专业大户” 等多种生产
经营模式， 初步形成了生产、 加工、
经营、 服务于一体的制种产业链。
湖南隆平种业、 湖南亚华种业、 安
徽荃银种业、 湖北种子集团等多家
种业公司在该县建立了生产基地，
有10个乡镇2.6万户农户12.4万人参
与制种。 杂交水稻制种已成为当地
农业支柱产业和第一富民工程。

今年， 绥宁县杂交水稻制种面积
突破9.7万亩， 总产量将突破2522万
公斤。 全县85个贫困村有27个村
4140户贫困户， 有望通过制种摆脱
贫困。

我省加强8大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

共享大数据 外卖更安全
“美团”签订湖南首个食品安全共治协议

我省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
针对八大地图种类，重点检查三大类“问题地图”

33家企业上招投标领域失信“黑榜”
涉及交通、水利、住建、工业四大行业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绥宁杂交稻制种成致富产业
27个村4140户贫困户有望通过制种摆脱贫困

剁辣椒产业促增收
9月13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天子山街道，农户在生产剁辣椒产品。今

年，该区实施天子山七星椒种植扶贫项目，争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70万
元，发展辣椒种植900亩，对2个乡镇6个村712个扶贫对象实施直接帮扶。
一期项目人均可增收3072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