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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变化，你看见了吗
———湖南卫视推出喜迎十九大特别报道《我们看见的变化》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戴勤 通讯

员 袁光宇 韦信宁）人口信息“应销未销”
和“不应销被销”，一直是人口管理工作上
的一道难题。9月20日， 邵阳公安自主研发
的“无轨迹人员信息系统”正式通过全省创
新项目专家评审并上报公安部， 长期困扰
我国人口管理工作的这道难题将被破解。

邵阳市是我省人口大市， 针对现实存
在的人口信息监控严峻形势， 该市公安局
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于2014年开始组
织技术人员，自主研发“无轨迹人员信息系
统”（简称“无轨系统”），并于2016年研发
成功并投入运行。

“无轨系统”就是将公安部门的人口信
息系统数据与人社、民政、卫计、房产等多
个民生部门的数据进行碰撞比对， 并结合
派出所实时办理业务核查、 登门入户核对

等手段，即时核查户口方面的异常信息。该
系统可以全面打通数据链路， 形成信息交
换和共享服务技术体系，及时掌握“生”和
“死”这两个关键环节的数据，刷新实有人
口轨迹起点和终点。通过这一系统，受经济
利益驱使不注销户口、入伍不注销户口、出
国定居或到港澳台地区定居不注销户口和
不应该注销却被注销的户口、 身份证号码
不全面、一人多户等问题，都会得到有效的
追踪校正。

截至目前， 该市利用该系统联网比对
人口信息51096条， 成功核查出社保和湖
南省常住人口系统中已死亡人口信息
19341条，外省（市、区）及身份证信息错误
的人口信息24926条， 湖南省常住人口系
统中“应销未销”信息358条，人社部门人口
信息“不应销被销”信息6471条。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我省始终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首
位， 以精准服务积极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高
校毕业生就业及就业准备率达99%， 就业
情况保持了稳中向好。

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 我省注重发挥
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
用，加大对其扶持力度。将小微企业新招用
应届毕业生岗前培训补贴标准提高至
60%， 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微企业吸
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 给予一次性
岗位补贴及社会保险补贴。

对在湘高校开展的校园招聘给予补
助， 去年我省共发放校园招聘活动补助
2182万元。

推动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 健全基层
就业保障机制。通过扩充“三支一扶”招募

计划，实施乡镇工作补贴制度，提高待遇保
障， 畅通职业发展通道， 建立高校毕业生
“下得去、稳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
机制。

积极拓宽高校毕业生多元化就业空
间， 给予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
补贴，如对离校1年以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 以灵活就业形式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
予一定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
过2年。

在推进创新创业方面， 我省制定了涵
盖支持创业全过程的政策措施。据统计，近
年来， 我省年平均参加创业培训的大学生
超过3万人， 重点扶持30家青年创业孵化
基地建设。 去年发放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
贷款1.6亿元，扶持1720人创业。在高校还
创建了3个省级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共
给予300万元的奖励。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谢姣梅）9月
19日，记者从长沙市雨花区卫计局获悉，卫计部门新一年度
（2016年9月16日至2017年9月15日）相关统计数据出炉，雨花
区孕产妇死亡率为零，远低于长沙市和全省平均水平；婴儿
死亡控制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控制率等核心指标也均领先
全省。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孕产妇分娩量急增。在雨花
区，2015年分娩1.205万人，去年增加到2.34万人，今年来已分
娩2.056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是高龄产妇。但该区死亡率
却呈下降趋势，上两年度全区孕产妇死亡均只有一例。

去年，雨花区开展“健康雨花”行动计划，明确将孕产妇
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出生缺陷发生率、免费计生手
术等核心指标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在加大区域公共卫生
投入、全面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大幅增加妇幼健康工作专项
经费的同时，在全省率先设立50万元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助
基金，对贫困、高危、流动人口孕产妇进行帮扶。对包括流动
人口在内的所有育龄妇女，进行免费妇女病检查和“两癌”筛
查，对重点孕产妇实行专人追踪管理。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通讯员 晏昱 记
者 左丹）今天上午，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9月20日印发的《关于公布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的通知》， 教育部官网正式公布了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
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湖南师范大学入选
“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名单，是湖南省唯一
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省属高校。

今年6月7日，湖南师范大学根据《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方案的通知》 要求， 编制上报了
“语言与文化” 学科群建设方案。8月4日，

根据专家委员会咨询意见及相关要求，该
校明确“语言与文化”学科群建设以外国语
言文学为主建学科，包含中国史、哲学、中
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为体现标准化，教育部
在公布“双一流”建设的学科建设名单时，
统一只公布申报学科群的主建学科， 但要
求在建设过程中， 仍按照学科群建设方案
进行，建设方案由各单位自行公布。

选定“语言与文化”学科群作为建设学
科， 既发挥了英语语言文学、 中国近现代
史、伦理学等国家重点学科的传统优势，又
顺应了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
时代需求。

9月20日上午， 新晃侗
族自治县贡溪中学，课间休
息时间，几个女生在雨中背
着姚伟群出行。姚伟群是该
校初三（119班）学生，上学
期不慎摔伤，造成右脚骨折
住院治疗。本学期，她拄着
拐杖重返校园，但行走极不
方便。每次出行，班上同学
都会热心帮助她。

杨玉钊 摄

邵阳“无轨系统”
破解全国人口管理难题

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及就业准备率达99%

湖南师范大学跻身“双一流”建设行列

雨花区孕产妇死亡率为零
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全省领先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9月21日，刚下班的邓先生急急地往家赶，
18时30分湖南卫视新闻联播，《我们看见的变
化》系列将播他的家乡邵阳，他可不能错过。

《我们看见的变化》到底是档什么节目，
如此勾魂？ 原来它是湖南卫视为喜迎十九大
而精心策划制作，全景巡航讲述5年来湖南14
个市州真真切切看得见的变化，从9月18日至
10月6日每天播出一个市州。

新地标 新形象
看见富饶美丽新湖南

你印象中的湘西还是山路十八弯，贫穷与
美丽如影随形的寂寞村寨？你离开的永州厚重
如一本书， 却恨她偏僻落后跟不上时代的变
化？你生活的岳阳只看到了小区的变化？在《我
们看见的变化》里，每一幅画面，每一个故事，
都在刷新甚至颠覆你的刻板印象。

《我们看见的变化》每期开篇是展示市州
的新地标。你会看到湘西除了美得令沈从文心
痛的凤凰外，凌空的矮寨悬索大桥、欢腾的湘西
经开区、泸溪夜景、古丈红石林、保靖夯沙苗寨、
永顺老司城等当仁不让成了新地标。而岳阳在
岳阳楼、君山岛外，城陵矶港、汨罗龙舟、洞庭湖
大桥、龙源水库、南湖新区等成为新地标。

市州有了新形象。湘西不再与贫穷结伴，正
在美丽突围，冲刺小康。原来遥远的重重深山阻
隔的湘西，已建成7条高速公路。除了习总书记
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十八洞村，一个个美丽村
寨都靠旅游脱贫致了富，贫困人口由73.43万人
减少到39.49万人，275个贫困村退出。

曾以酒文化闻名却偏僻落后的永州，今
日正上演精彩的《速度与激情》，努力打造湖
南对接东盟和粤港澳地区的桥头堡。 猎豹下
线一辆车仅用100秒，东安成为湖南首个拥有
大城市高铁直达列车始发县级城市， 新田变
成家具新城之都，南岭深处的江华经开区，竟
然聚集了一大批“中”字头企业。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岳阳，今日不只通
江达海，是通达世界。企业生产飞往太空的冶
金材料装备，“水陆空铁”四位一体，对外贸易
伙伴扩大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环
境越来越美，今天的东洞庭湖，鸟类数量提升
到15万只，麋鹿增加到140多头。

新实践 新尝试
看见创新引领新湖南

在《我们看见的变化》系列里，你还能看
到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勇于实践和尝试，让你
看见一个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新湖南。

在湘西篇里，你会看到，首家银行进了十
八洞村。湘西经开区创“股份社区”，让拆迁这

“天下第一难事”变成易事。100多名花垣的矿
老板种花栽树，变身扶贫生力军。

永州，零陵一间猪栏竟变成了咖啡屋，时
尚青年拍婚纱照的首选地。 江华的山沟沟里
有了少年足球队。在张家界，政府为了让游客
放心购， 把土家织锦及53种其他产品统一审
核监管，变成规范的“张家界礼物”购物点，产
品可溯源，价格统一。

在岳阳，防空洞变酱菜窖，第一批食品正
办理“护照”，准备月底就出发世界各地。一家
老军工厂摇身变成“北斗创客”，一跃成为领

先全国的北斗研发、制造、营运服务商。

新视角 新巡航
看见幸福新湖南

《我们看见的变化》系列报道为何广受欢
迎？因为百姓视角。每期出现在镜头前的是村
民、工人、市民、居民、普通公务员、游客等，个
个谈的是切身感受，语言生动，真实可信。

幸福是老百姓的真实感受。老司城村的村
民说过去的日常生活是“逮酒逮牌逮鱼”，现在
是当演员、开观光船、办农家乐。岳阳市民对王
家河臭水沟变风光带赞不绝口，工资高了，大学
生创业免租金等都是摸得着的获得感，“我是岳
阳人”的自豪溢于言表。永州人出行方便了，有
安全感了，更自信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幸福也来自于各个市州书记为全市（州）
百姓描绘的未来。如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告
诉我们，湘西将全面决胜脱贫攻坚， 建设生态
文化公园。永州市委书记李晖描绘的是创新开
放新高地，品质活力新永州。而且书记们都为
保证目标的实现，制定了稳妥的战术和步骤。

为让5年来7300万湖南人的追梦历程，完
美再现于观众面前，湖南卫视制作团队付出了
辛勤的汗水。他们首次运用全景巡航，让我们从
高空俯瞰到新湖南气势磅礴的变化，而记者们，
张思思凌晨2时胆囊炎发作， 挂完点滴直奔拍
摄现场；摄影师李银长途苦旅加上长时间的拍
摄，经常不记得自己的房间在几楼。

想了解家长的变化吗？记者告诉你《我们
看见的变化》（9月18日-10月6日） 播出顺序：
自治州、永州、岳阳、邵阳、郴州、娄底、怀化、
衡阳、常德、张家界、株洲、益阳、湘潭、长沙。

我们来背你

文化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