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刘勇 ）根据气
象预报，从3月17日开始，我省将迎来一次较强
降雨过程， 洞庭湖水系将出现较明显的涨水过
程。连日来，省防指周密部署强降雨防范工作，
决定从3月17日8时起， 省市县三级防汛办启动
防汛应急值班。

3月14日，省防指已发文部署强降雨防范工
作。3月15日， 省防指召开全省防汛抗旱值班工
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克服麻痹
大意思想，迅速紧张起来，全力做好当前强降雨
防范工作。

省防指要求各地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全天
24小时专人坐班值班制度， 加强监测预警设施
维护和防汛抗旱云平台使用， 强化雨水情、险
情、灾情信息报送，切实做好当前防汛应急值班
工作。省防指强调，对违反值班纪律、未履行值
班职责和遇紧急重大情况迟报、漏报、瞒报的要
严肃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长沙率先推出“投标保证金”替代方案
从3月14日起，转变为银行保函制度，为建筑业企业

盘活资金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长

沙市政府日前公布了《长沙市经济适用住
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规定，购买经适房满5年(从取得全
额购房发票之日起计算) 并取得经适房产
权证的，产权人在补交土地价款后，可以上
市交易，该《办法》自3月1日起施行。

该《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购房
人拥有有限产权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
住房，具体包括：政府统一组织建设和销售
的经济适用住房(以下称经适房)；利用经
济适用住房货币补贴所购住房 (以下称货
补房)。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
花区范围内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 都将
遵守该《办法》的有关规定。

符合条件的经适房除了可以上市交
易，政府可优先回购；也可由市不动产登记
部门重新核发不动产登记证， 土地性质由
划拨转为出让，取得完全产权。货补房不受
上市年限限制，上市交易时，须全额退回政
府发放的补贴款项， 也可由产权人全额退

回补贴款项后，取得完全产权。
利用经适房货币补贴购买住房的，如

再购买其他住房或因赠予、 法院判决、购
房人婚姻情况发生变化等原因取得其他
产权住房的，须全额退回政府发放的补贴
款项。未退回政府补贴的，市不动产登记
部门不得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购房人自愿退出经适房，交由政府
回购的；购买经适房不满5年，购房人因特
殊原因确需转让的；国家政策规定的其他
情形。” 个人购买经适房取得经适房产权
后有以上情形之一的，政府可按原价格回
购。回购的经适房继续向符合条件的家庭
配售或作为实物配租房源向符合公共租
赁住房条件的家庭配租。

对不能提供住房保障部门出具的书面
意见的经济适用住房家庭，任何中介机构不
得代理买卖、出租其经济适用住房；房屋租
赁备案管理机构应当暂停办理其经济适用
住房的租赁备案，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停办
理该家庭取得其他房屋的权属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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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
3月13日至15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黄关春深入永州、 郴州两市督导全国两
会期间维稳安保工作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情况，并调研政法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黄关春一行先后来到永州市祁阳
县、东安县、江华瑶族自治县、蓝山县、新
田县和郴州市临武县、嘉禾县、苏仙区，
深入综治中心、公安局、派出所、乡镇（街
道）、村（社区）及高铁站、企业、学校等基
层单位，调研、督导综治中心建设、网格
化管理、警务机制改革、扫黑除恶、维稳
信访、平安创建、政法机关服务重点工程
建设和企业发展等工作。每到一处，黄关
春都亲切慰问基层工作人员， 勉励大家
坚守岗位，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全国两会

期间的维稳安保任务。
黄关春强调，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落实分析研判和联勤值守机制， 加强工作
措施，全力确保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稳定。
要自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拿出坚定
的决心和意志，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切实形成
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要大力
加强综治中心、综治信息平台建设，深化网
格化、信息化、法治化、实名制和系列平安
创建，深化公安警务机制改革，完善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机制，健全治安防控体系，不断
筑牢新时代平安湖南建设的根基。 要充分
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认真履
职尽责， 更加主动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邢玲)记者今
日从益阳市外事侨务旅游局获悉， 正在意大
利米兰参加国际正义人士纪念日活动的何曼
礼女士，于当地时间3月15日，见证了以她父
亲何凤山博士名字命名的广场正式揭牌。据
意大利欧联网报道， 这是意大利首次使用华
人姓名，命名城市地名。

何曼礼女士是受意大利米兰国际义人协
会与米兰犹太人社区邀请， 参加在米兰国际

义人园举办的这一活动的。活动主题为“仁爱
无界，正义收容”，隆重纪念包括何凤山博士
在内的多名国际义士。 受邀参加活动的有国
际义人的代表、各国际城市政府代表、各界协
会组织及教育界人士。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益阳市赫山区一
农户家，1997年去世。“二战”期间，他担任中
华民国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 面对德国法西
斯的种族灭绝政策， 他勇敢地向数千名犹太

人发放了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 使他们免遭屠
害。2001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国际正义
人士”称号。2005年，联合国称誉何凤山为“中
国的辛德勒”。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尹振亮 邓和明

3月7日上午， 嘉禾县坦塘工业园福
顺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
记者眼前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扯着
大嗓门，与大家交流着，满脸洋溢出对研
发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他就是今年40岁
的该公司技术主管陶圣恩。

陶圣恩是四川德阳市人，2010年经
朋友介绍来到福顺机械实业有限公司工
作。这家公司主要生产水泵、油泵、风机
风扇等配件。 毕业于四川绵阳市青年职
业中专学校的陶圣恩爱钻研， 他除了检
修公司设备装置，还负责技术研发。

“这个小陶可了不起，2013年以来，
他共获得射芯机的砂模架、 平衡机的去
重装置、卧式多级泵出水锻铸件、风扇前
壳铣床等23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3项。” 福顺机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
晚生竖起大拇指夸奖陶圣恩，“公司70%
以上的设备是他研发出来的。”

“这台多功能钻床就是陶圣恩新研
发的， 我们正在进行试机， 使用效果挺
好。”一位工人师傅告诉记者，以前一条
钻孔设备生产线需要10名工人，使用多
功能钻床后只要2人。

记者看到，这台多功能钻床4个钻机
可同时开工，钻机上下飞转、钢花四溅，
钻出的孔精准。目前，陶圣恩准备把这项
技术申报国家专利。

“搞技术研发苦不苦？”记者问。
“苦中有乐，没有比研发成功更快乐

的事！”陶圣恩说，这台多功能钻床是他
去年10月开始研发的，前后改良了4次，
历时4个月。

遇到问题一时无法解决， 陶圣恩一
一记在笔记本上，向认识的专家求教，有
时利用到技术先进的水泵生产企业出
差的机会，虚心向同行请教。

“搞研发是我的爱好， 为爱好而奋
斗，收获的是喜悦。更何况每月拿着1万
多元的工资， 住着公司赠送的120平方
米的房子，我没有不拼搏的理由。”陶圣
恩说。

参观多功能钻床后，记者来到电泳自
动线，见几名工人操作机器在给水泵配件
进行涂油、磷化、烘烤等。工人们介绍，水
泵电泳环节有10多个步骤，先前都是分开
操作，很不方便。多亏陶圣恩新研发的这
条电泳自动线，实现了涂油、磷化、烘烤等
一条龙操作，节省了时间、人力。

得益于陶圣恩的技术创新， 福顺机
械实业有限公司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行列，生产效益节节攀高。公司生产的
水泵等配件畅销粤港澳市场， 年产值由
2007年400万元，上升到2017年4000多
万元。公司安排200多人就业，去年缴税
300多万元。

陶圣恩说，进入新时代，不管是工厂
还是工人，都要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
赢得未来。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下
午，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首届供水服务
座谈会，主动倾听用户建议和诉求。据该公司
董事长贺湘林介绍，2018年， 长沙供水将实现
微信公众号自助报漏报修以及在线投诉功能，
长沙城区水厂也将实现深度处理全覆盖，市民
用水会更安全便利。

贺湘林介绍说，长沙市现共有水厂9座，日
供水能力235万吨， 供水范围995平方公里，服
务人口400余万人。 长沙水业集团在全国率先
启动水厂提质改造，逐步对以湘江为水源的水
厂进行“预臭氧处理+常规净化+臭氧生物活性
炭”的深度处理工艺改造。截至目前，二、 四、六
水厂均已实现深度处理，三、八水厂已完成工
艺改造， 一水厂及望城水厂正在进行提质改
造，2018年底， 长沙城区水厂将实现深度处理
全覆盖，长沙供水品质走在全国前列。

2018年，长沙水业集团还将重点提升服务效
率和服务质量，实现微信公众号自助报漏报修以
及在线投诉功能，确保及时准确处理用户用水诉
求；加快推进计量器具智能化，推广大小口径智
能远传水表的应用，逐步放开用水数据，实现水
费实时结算，真正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加强与政
务、金融、商业三方机构的合作，保障供用水双方
合法权益，推动“信用长沙”建设。

长沙市住建委供水管理处处长陈伟表示，
2018年是项目建设年，长沙水业集团要加快完
成一水厂提质改造工程、 雷锋水厂一期工程、
七水厂新建工程以及望城水厂改扩建（三期）
工程，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优质水，打造“长
沙水”品牌。

3月15日，潇水环绕的道县东洲，在晨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宛如仙境。
何红福 何上进 摄影报道

意大利地名首用华人姓名命名

何凤山广场在米兰揭牌

梦幻潇湘春色美

深入永州郴州调研督导政法综治工作
黄关春要求筑牢新时代平安湖南建设的根基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
3月14日至15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蔡振红在岳阳调研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文化振兴的重要
论述，按照省委农村工作会议部署，把开展
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行动作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推动全省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蔡振红先后来到华容县三封寺镇莲花
堰村， 云溪区路口镇枧冲村、 云溪镇八一
村，平江县梅仙镇等基层单位，调研了解治
陋习、树新风等工作。

在听取汇报后， 蔡振红对岳阳市近年
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 要努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

式，充分运用新闻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
传、社会宣传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方式，不
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具体行
动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作用。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培育
品德高尚、热心公益事业的新乡贤。要深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 广泛开展文
明村镇、文明家庭、星级农户、道德模范等
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各
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 相关职能部
门要加强配合协调， 发挥红白理事会等民
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制
度建设，把移风易俗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制度
化常态化长效化。

蔡振红在岳阳调研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强调

推进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乡风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是第36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省工商
局举办“湖南省2018年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纪念大会”， 并通报了2017年全省消
费维权工作情况。2017年， 全省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咨询、举报97.95万件，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1.02亿元，与2016年相比，消
费者投诉、咨询、举报增加了46.96万件，消
费者维权投诉意识明显增强。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向力力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7年，全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消委组织围绕“网络诚信，消费无忧”的

主题， 加强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维权
工作，推进商品质量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今年，消费维权的主题是：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消委
组织将积极顺应消费升级的新趋势， 推动
维权升级， 加大流通领域重点商品质量抽
检力度，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会上，快乐购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
业发布了企业诚信宣言。省工商局对2017
年度“湖南省最美消费维权人物”颁发了奖
杯。

向力力出席3·15纪念大会并讲话

湖南消费者维权投诉意识明显增强
2017年共受理投诉咨询举报97.95万件，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1.02亿元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田燕）今
天下午，2018港湘新春座谈会在长沙举
办，副省长陈飞出席座谈会，听取港商意见
和建议，推动港湘互利合作融合发展。

香港一直是湖南的第一大外资来源
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17年,� 香港来湘
投资企业、合同外资以及实际到位外资分
别同比增长26.4%、30.9%和24.6%， 来湘
投资的港企和港资不断增多。港湘两地如
何在新时代下互利发展是此次座谈会的
焦点话题，两地政府和企业代表在会上建
言献策。

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主任冯浩
贤表示，香港非常重视和湖南的合作，希望
两地利用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陈飞在座谈会上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
驻湖南办事处设立以来， 积极推动港湘交

流合作，发挥了独到的作用。港资企业一直
是湖南对外开放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亮
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充满商机
和活力；湖南积极拓展港湘交流合作，发挥
“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积极对接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万商入
湘”，包括“港商入湘”，努力构建快捷开放
通道，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切实保护各类投
资者合法权益； 湖南将贯彻落实中央各项
便利港澳同胞的方针政策， 为香港同胞在
湖南投资创业、往来居留提供便利。要主动
引导港商港企对接湖南的现代产业体系布
局，抢抓发展新机遇，拓展业务新空间。对
于座谈会上港商提出的建议和遇到的困
难，有关部门要主动跟进，切实加以解决。
希望港商港企一如既往地关心湖南、 投资
湖南，为两地发展作出新贡献。

2018港湘新春座谈会在长沙举办
陈飞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长沙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施行

长沙经适房满5年可上市交易

长沙供水品质
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市民用水将更安全便利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获悉，从本月14日起，对进入长
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建设工程项目
投标保证金，推行银行保函制度，建筑业企
业能够以银行投标保函方式缴纳。

据了解，长沙市此次发布《关于建设工
程项目投标保证金推行银行保函的通知》
在全省具有风向标意义， 将促使更多地区
跟进，为建筑业企业盘活资金，切实减轻企
业负担。

近些年， 国家全面清理建
筑业企业在工程建设中需缴纳
的各类保证金， 除保留依法依
规设立的农民工工资、投标、履
约、 工程质量4项保证金外，其
他保证金一律取消， 并转变保
证金缴纳方式， 企业可以保函
方式缴纳。2017年8月出台《湖
南省省本级公共资源交易保证

金统一管理办法》也明确提出，保证金可以
通过转账、电汇、网银、保兑支票、银行汇
票、现金支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
的保函等方式提交。

业内专家介绍，在工程领域，各类保证
金多以现金形式缴纳、预留，占用了企业大
量的流动资金。 以银行保函代替保证金使
用，能为建筑业企业更好盘活资金，有效激
发市场活力。

省防指部署防范近期强降雨

省市县三级防汛办
启动防汛应急值班

陶圣恩：

“只有创新才能赢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