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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
今天， 省安监局宣布与省煤炭管理局合署办
公， 标志我省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改革顺利按
期完成。

省煤炭管理局成立于2012年， 由省煤炭
工业局转制成立， 为正厅级单位， 负责全省
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等工作。 2014年变革为副
厅级单位。

我省煤炭行业水、火、瓦斯、煤尘等灾害
严重， 而煤矿安全监察、 监管多头领导、
多层管理、 执法主体多元， 造成职能交
叉， 政出多门， 监管任务与监管力量不匹
配。

为更好地整合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和煤炭
行业管理资源， 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进行更
加有效的监察监管， 结合我省煤矿安全生产

现状， 2017年9月， 省委决定实施煤炭管理
体制改革， 撤销省煤炭管理局党组， 交由省
安监局管理。

省安监局负责人表示， 合署办公后可以
较好地避免过去监察监管体制下存在的问
题， 整合力量， 相互配合， 相互协调， 强化
煤矿安全监管、 监察， 以适应湖南煤炭工业
安全健康发展的需要。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通讯员 柴黎 汤笛声
记者 彭雅惠） 今天，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宣布， 其下属节能公司正式转型升级为
综合能源服务公司。

为适应能源发展新形势， 国家电网公司
要求各省公司将综合能源服务作为主营业
务， 以省属节能公司为实施主体， 推动国家
电网公司由电能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

变。
近年来，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运用

能源托管等新型业务模式， 成功在全省打造
了交通“油改电”、 建筑“气改电”、 农业
“煤改电” 等一批国家电网典型电能替代示
范项目， 11月中旬， 完成郴州嘉禾坦塘工业
园“煤改电” 中频炉改造， 助推嘉禾县工业
电量同比增长43.8%， 促使我省诞生首个

“以电代煤” 产业示范基地。
“公司已确立了在湖南节能和电能替

代服务等方面的市场主导地位。” 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
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对衡南县人民医院空调、
节能改造及用电托管综合能源服务项目进
行了全面验收， 完成公司成立后的首个项
目。

长沙市民家门口
就能买到宁夏特产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 近
日， 由吴忠市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的宁夏吴忠
市优质特色产品展销中心在长沙正式开放。
今后， 长沙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正宗的宁
夏滩羊、 枸杞、 红酒等特产。

该中心位于长沙滨江新城，集中对外展销
宁夏滩羊、枸杞、红酒、荞麦枕、胡麻油、亚麻籽
油、杂粮等特产。 展销的产品是经当地政府甄
选，上规模企业生产、质量稳定的特色商品，产
品具有“绿色、生态、有机、富硒”四大特点，展
销产品均价比当地略高。

据吴忠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吴忠市
地处宁夏腹地、位于黄河之滨，土地平坦肥沃，
富硒土壤充足，是中国滩羊之乡、中国塞上硒
都、中国清真美食之乡。2016年以来，吴忠市实
施吴忠“挺进大中城市”战略，在国内一线城市
及国外部分地区布局建设宁夏吴忠市优质特
色产品展销中心，对外展示推介吴忠市特色产
品。 目前，已在北上广深、天津、重庆及主要省
会城市开设了35家展销中心，此次落户长沙市
的宁夏吴忠市优质特色产品展销中心是该市
在湖南地区开设的第一家展销中心。

“2010年以来， 吴忠市与湖南省相关部
门签订合作协议， 在长沙、 邵阳、 常德、 益
阳等地设点销售清真食品， 产品得到了湖南
消费者的认可。” 该负责人表示， 长沙作为湖
南的省会消费能力强、 市场潜力大， 希望通
过长沙展示展销中心搭建平台， 把吴忠的特
色产品推出去， 让质优价廉、 营养安全的农
产品走进长沙、 走进百姓。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今天，省质监局召开2017年
全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督情况新闻通
报会， 全年共完成食品相关产品省级监督
抽查1938批次， 发现不合格产品40批次，
问题发现率2.06%； 对40批次不合格产品
的企业依法进行了核查处置。

根据通报，2017年生产企业抽查产品
质量总体稳定向好， 全年总体合格率稳步
上升，达到97.9%。 获证产品合格率略有下
滑， 近两年产品合格率首次低于非获证产
品。此外，大中型企业产品合格率保持较高
水平，小型企业产品质量有待提升。

本次抽查跟踪了2016年监督抽查的
21家不合格企业， 其中1家企业连续两年
不合格；2家企业因倒闭未抽到样，其余18
家今年监督抽查均合格。 大部分抽查跟踪
企业增强了质量意识，提升了技术能力，完

善了管理体系，产品质量显著提高。通过监
督抽查统计分析， 我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主要是食品用纸、食品用塑料包装、陶
瓷包装、洗涤产品存在不达标的情况。

下一步， 省质监局将抓住民生安全这
条主线， 突出生产和流通 （含电商平台）
两个环节， 确保抽查品类覆盖率、 抽查批
次完成率和不合格产品后处理到位率达到
预期目标。 在此基础上， 省质监局将继续
开展“你点我查” 活动， 落实随机抽查制
度， 严惩质量失信行为， 开展专项质量提
升行动。 对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控中发现带
有行业性、 区域性严重质量安全问题的产
品， 采取专项治理、联合惩戒、质量约谈、
稽查建议、产品召回、进黑名单、媒体曝光
等措施， 强化主体责任， 落实部门联动，
管控安全风险， 切实促进食品相关产品质
量提升。

全省食品相关产品质量监管情况出炉
食品用纸等4类产品问题突出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曹娴）
今天， 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2017年科技
奖励大会上， 168名作出突出贡献的员
工， 获得共计1267万元奖励。 铁建重工
从2009年开始实施科技期权薪酬激励，
今年的获奖人数和奖励金额创历史新高。

此次获奖员工主要在科技、 营销、
技术服务三个领域， 134名员工获得1017
万元科技期权薪酬激励， 29名员工获得
217万元营销期权薪酬激励， 5名员工获
得33万元技术服务期权薪酬激励。

从零起步的铁建重工， 仅用10年时
间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高端地下工程装备
生产基地。 创新是其最大动力， 而创新
必须依靠人才。 近年来， 铁建重工全面
深化人事用工制度改革， 以能力业绩为
导向， 改革完善薪酬分配激励机制。 薪

酬的分配既基于岗位、 能力和资历， 更
体现工作业绩和工作态度， 以适应企业
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人才战略， 充分调动
领导干部和全体员工的工作潜能与热情。

目前， 铁建重工已形成年薪机制、
企业津贴机制、 期权薪酬激励机制、 月
度积分激励机制、 职衔激励机制等薪酬
分配激励机制。 其中， 期权薪酬激励每
年评选一次， 重点向研发设计人员倾斜。
据统计， 2009年至2017年期间， 铁建重
工期权薪酬奖励总额约为3800万元， 获
奖人数达398人次。

截至目前 ， 铁建重工共有员工约
5500人， 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过
20% ， 年龄在 25-40岁之间的员工占
57.1％， 本科及以上员工占51.1％， 为企
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1267万元奖励168名员工
铁建重工大手笔激发员工创新积极性

我省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按期完成

省安监局与省煤炭管理局合署办公

国网湖南电力成立综合能源服务公司

由电能供应转向综合能源服务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周怀立）
“距离拉近了， 可以更及时更准确地知道企
业的需求。”日前，株洲市石峰区经信局从区
政府大楼搬到轨道交通产业聚集地田心工
业园办公，局长郭忠如此解释搬家的初衷。

据了解， 今年来， 石峰区已引进轨道
交通配套企业20余家， 使配套企业总数首
次超过200家， 形成了集产品研发、 生产
制造、 售后服务、 物流配送于一体的较完
整的产业链， 本地化配套率达70%以上，
为轨道交通产业做大做强增添了动力。

为发展轨道交通产业， 石峰区制订了
“轨道交通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主动捕捉
企业需求， 提升服务质量。 为拉长轨道交
通产业链， 区里安排专人跟踪， 牵线中车、
中铁和市政府， 签订了建立轨道交通工程
总包项目框架协议。 项目落地后， 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可不再局限于整车和零部件制
造和销售， 而将延伸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勘察设计、 装备制造、 工程施工直至项目
投产后运营服务等， 为产业由单纯生产向
生产服务一体化延伸奠定基础。

石峰区新增轨道交通配套企业20多家
总数首次超过200家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通讯员 刘虹
记者 周月桂）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友
阿股份今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将大力支持友阿股
份开展奢侈品等其他自营进口产品跨境电
子商务试点， 建立“一企一策” 保姆式服
务方式， 精准帮扶， 创新特色监管模式。

作为我省百货零售龙头企业， 友阿股
份近年来大力拓展跨境电子商务， 投资亿
元打造跨境电商平台友阿海外购， 并收购
宁波亿奢汇打造奢侈品自营进口供应链。
目前， 友阿股份正着力探索通过跨境电商
等新型业态， 在湖南形成进口奢侈品集散
地。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 此次检
企合作主要着眼于优先复制推广创新制度、
优先试行检验检疫改革创新措施、 优先探
索个性化服务， 将大力支持友阿股份开展
奢侈品等其他自营进口产品跨境电子商务
试点， 探索奢侈品的事前原料监测与品牌
认定、 事中免验核放、 事后评估监管， 实
施进口食品、 奶粉、 保健品、 酒类等分级
分类管理、 预检验、 第三方采信等创新措
施。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表示， 将把合
作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外贸企业， 不断优
化检验检疫监管环节， 提高通关便利化水
平。

检企合作共推外贸新业态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支持友阿股份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
现场经验交流推进会上获悉， 2018年，
长沙市将启动棚改新三年行动， 将新建
定向限价商品住房和定向公租房 （人才
公寓） 共计26080套， 切实保障和满足居
民住房需求。

长沙市棚改办今天下发2018年定向
限价商品住房和定向公租房 （人才公寓）
建设任务通知， 明确2018年长沙内五区
定向限价商品住房建设任务共12174套，
长沙市定向公租房 （人才公寓） 建设任
务13906套。 新建定向限价商品住房和人
才公寓项目要在2018年10月底前全部开
工， 具备条件的要基本建成， 尽快形成
实物房源， 同时要加快项目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

根据长沙市棚改办出台的 《长沙市
定向限价商品住房和定向公租房 （人才
公寓） 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细则）》， 新建

人才公寓以成套住宅为主， 面积控制在
90平方米以内， 按照不低于公租房装修
标准全装修交房， 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
满足基本租住需求； 人才公寓实行定向
配租， 不得出售， 不得转借、 转租， 不得
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 鼓励国有公
司、 民营企业以及专业运营机构按照市
场方式， 投资建设、 经营人才公寓项目。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文浩表示，
住房保障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 同时也
是产业发展的需要。 全市上下要以对人
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切实保障和满
足居民住房需求。 他要求各县(市、 区)及
园区提早谋划， 规划建设一批定向公租
房和人才公寓， 尽快形成实物房源， 满
足新增居民和产业人才的需求。

据悉， 长沙目前新建 （筹集） 公租房
9.44万套， 达到入住条件的公租房8.64万
套 ， 分 配 入 住 8.13万 套 ， 入 住 率 达
94.12%。

长沙启动棚改新三年行动
将新建定向限价商品住房和定向公租房26080套

� � �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春华） 12月27日， 无论是祁阳
县经开区还是江华瑶族自治县经开区，
各大企业都在抓紧生产赶订单。 时至年
末， 永州大地仍处处呈现出工业企业产
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近日， 经国家工信
部、 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对今年新纳
入全国统计系统的规模工业企业严格终
审， 确认永州市今年新纳入全国统计系
统基本单位名录库的规模工业企业126
家， 数量列全省第一。

今年， 永州市突出抓实招商引资
“第一菜单”， 主攻产业链招商， 力争招一
个带一批， 不断完善产业体系。 通过“港
洽周” “沪洽周” “迎老乡、 回故乡、 建
家乡 ” 等招商活动， 全年新引进投资
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100个以上， 吸

引三一重工、 远大住工等知名企业前来
投资兴业。

永州市持续开展“企业服务年” 和
“一帮二促” 帮扶企业活动， 为企业解决
困难和问题189个。 先后清理、 规范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72项、 涉企服务性收费
21项， 放开14项， 全年市本级预计减免
税费16.7亿元， 为企业争取用电成本平均
降低4.03厘／千瓦时。

同时， 永州市坚持“园区景区化” 理
念推进“产城融合”， 推动工业园区升级。
预计全市工业园区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
入100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近3倍， 新
增标准厂房面积102万平方米。 每个工业
园区基本上都建成了一条样板路、 一所
学校、 一家综合性医院， 开通了至少一
条公交线路， 夯实了工业发展基础。

永州新增规模工业企业数量
居全省第一

12月27日，嘉禾县珠泉镇横洞村，村民在打捞河道垃圾。 最近，该县开展“洁净环境，美化河溪”行动，涉
农部门及镇村干部、环保志愿者积极深入乡村宣传环保知识，组织村民参与河道、水溪、山塘水库的垃圾、漂
浮物清理，共同维护美丽家园环境。 黄春涛 李水清 摄影报道

洁净环境
美化河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