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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就业扶贫是
增加贫困劳动力收入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式之一。 我省扎实推进
就业扶贫，截至6月底，全省总计
有 建 档 立 卡 农 村 贫 困 劳 动 力
147.93万人，在有转移就业意愿贫
困劳动力77.44万人中， 已转移就
业76.46万人， 占有转移就业意愿
贫困劳动力总数的98.7%，人均月
工资达2448元。

为整体推进就业扶贫， 我省制
定了深度贫困地区人社扶贫实施方
案（2018年—2020年），切实加大深
度贫困地区就业扶贫工作力度；加
大就业扶贫资金倾斜力度，拨给51
个贫困县就业资金8.06亿元。

省就业服务局不断完善政
策， 全方位开发就业扶贫特设岗
位。 研究起草我省促进就业扶贫

车间建设的意见， 拟定了促进就
业扶贫车间的扶持政策，大力促进
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注重
发挥就业扶贫基地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的作用， 确定蓝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
公司等109家企业入选全省就业
扶贫基地， 其中70家同时被确定
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发挥驻外
办事机构的作用， 积极开发省外
就业岗位，目前，还有1.7万个岗位
供贫困劳动力选择。

进一步完善我省劳务协作脱贫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业务经办功能模
块， 充分发挥湖南省劳务协作市场
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功能作用，
每月组织一次贫困劳动力对接活
动，每周五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促
进用人单位与贫困劳动力精准对
接，提供就业岗位近3万个。

湖南日报7月 11日讯 （记者
刘勇 ）受台风“玛莉亚”影响，11
日至12日湘东、 湘北将先后出现
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5至6级偏
北大风， 需提前做好强降雨、雷
雨大风的防御工作。 省防指决

定，于11日18时启动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

省防指要求，各市州、省防指各
成员单位要按照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要求，积极做好应对工作，确保度汛
安全。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李泰卢 蒋丹）出梅之
后， 能期待的解暑利器就只有台风
了。受台风“玛莉亚”外围云系影响，
今晚到明天，湖南东部、北部将迎来
较强风雨，高温有所缓和。需要注意
的是，晴热高温天气遇到台风，容易
激发强对流天气，造成大雨。公众需
注意出行安全， 尤其要注意防范可
能的山洪、山体滑坡。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进入小
暑节气， 天地间果然是一片火辣辣
的景象。 监测显示，10日8时至11
日8时，长沙、永州、怀化等66县市
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 其中株
洲、湘潭、衡阳等11地突破37摄氏
度，最高气温为衡阳县，37.9摄氏
度。今天白天，湖南仍以晴热天气
为主，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
35至37摄氏度。

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已于

今天9时10分前后在福建连江黄岐
半岛沿海登陆，气象部门预计“玛莉
亚”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穿过福建
北部，于今晚移入江西境内，并减弱
为热带低压。 受其影响，11日晚至
12日，湖南东部、北部将迎来较强风
雨，其中，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
阳、常德、衡阳部分大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 雷雨时局部短时阵风7至8
级；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省气象局今天上午10时启动
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
应。气象专家提醒，对于内陆来说，台
风天最重要的是防范暴雨。前期梅雨
天气降水量较大，山体土壤含水量饱
和，尤其要注意防范山区强降雨可能
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及泥石
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台风将缓解眼下的高温， 不过
台风过后，13日至19日， 全省又将
迅速恢复晴热高温天气。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赵永贵 宋铁山

7月上旬的一天， 一辆物流专用
车开到益阳市赫山区岳家桥镇堤卡
子村村民服务中心，卸下16件快递。
村里便民服务员谢立明立即通知有
关村民来取。该村每月有近400件快
递，都送到了村里。在外务工的何绍
雄说，以前给父母寄点东西要到镇上
取，父母行动不便很麻烦，现在送到
村，方便多了。

在益阳市另一个城区资阳区，近
日有人通过“市民通”APP上报，五一
东路大众瓷厂家属区自来水管漏水。
自来水公司马上派人，将爆裂的自来
水管修好了。该区大码头街道鹅羊池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石丽说，有了“市
民通”，遇到什么问题直接传上去，就
能迅速得到解决。

困难的事有人帮，麻烦的事有人
管，建好村民服务中心、开通“市民
通”等，让城乡居民省心、舒心。近年

来， 益阳市在社会治理方面深化改
革、大胆创新、积极作为，让群众更有
幸福感和获得感。

真心强农，推进乡村振兴

“机耕道的宽度要有3米。”“施
工要由专业队伍搞。”……7月5日，
桃江县石牛江镇田庄湾村组织村民
议事会， 讨论村里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 村委会主任文建兵介
绍， 村里重大事项都由村民议事会
讨论决定， 让群众真正参与村级事
务管理。

在建好村党组织、村委会的基础
上，益阳市各村还成立了村民议事会
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省较早构建
起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机构、村民议事
会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常设
议事机构、村委会为执行机构、村务
监委会为监督机构的“四位一体”村
级自治组织体系，让村里的事真正由

“村民提、村民定、村民办、村民管”。

在完善村级治理的同时，益阳
市又在全省率先建设“益村”平台。
这是益阳市政府与58集团在2016
年合作开发的，集电子党务、电子
政务、 电子村务和电子商务于一
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农村综合性
服务平台。通过“益村”平台，村民
可以在线办理领补贴、申请危房改
造资金、销售土特产，还能征婚交
友、求职应聘等。

“‘益村’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
便了。”“这是真正贴近我们农民的平
台。”……享受到“益村”带来的便利，
许多村民纷纷点赞。

据介绍，目前，“益村”平台注册
用户175万户，入驻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和家庭农场共1416家， 已帮助村
集体经济增收1.72亿元， 帮助近3万
户农户卖出农特产品、 近10万人实
现就近就业。

益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益村”平台是运用“互联网+现代农
业”建设智慧乡村、推进农村产业兴

旺的举措之一。今年初，“益村”推广
工作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我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之
一。

贴心惠民，建设智慧城市

7月2日21时30分许， 益阳市赫
山区会龙溪谷居民张先生坐电梯时
因停电被困， 他拨打电话“12345”
后，20多分钟就被救出来。

“12345”是益阳市长热线。益阳
市将电梯应急处置信息化系统和质
监热线“12365”并入“12345”受理
中心。市民被困电梯，可通过轿厢内
监控终端一键报警按钮或直接拨打

“12345”呼救，热线话务员会在1分
钟内通知附近专业队伍赶往救援，
救援时间比以前提速30%以上。目
前， 益阳市纳入信息平台的电梯有
2800余台，打造出电梯安全监管“益
阳模式”。

荩荩（下转4版）

向着幸福奔跑
———益阳创新社会治理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7月10日，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
新的《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榜单
显示， 今年上榜的湘企有华菱钢铁、
三一重工、蓝思科技、中联重科、步步
高等5家， 其中华菱钢铁首次进入榜
单前100强。

10家公司创造榜单企业
近40%的利润

今年中国500家上榜的上市公
司总营业收入达到了39.65万亿元人
民币， 较去年上涨18.22%， 涨幅翻
倍； 净利润更是达到了3.48万亿元，

增长24.24%。 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
槛为138.64亿元，继去年首次突破百
亿之后，提升了22.44%。

今年榜单的头部公司依然是：中
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建筑。在行业方
面，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和爱奇艺在
内的7家互联网服务公司的总市值超
过了7万亿， 占比接近500家上市公
司总市值的15%。而公司数量占比不
到4%的两个行业———保险业和石
油、天然气、石化行业的18家上榜公
司创造了近20%的收入。 此外，2018
年共有55家房地产企业上榜， 数量
居各行业首位，而它们的总收入在去
年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实现了超过
19.6%的增长。

在盈利能力方面， 最赚钱的10
家上市公司除了几大商业银行和保
险公司之外， 还包括中国移动有限
公司、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和阿里巴
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这10家公司
创造了500家最大上市公司近40%
的利润。

3家湘企实现榜单排名
大跨越

从上榜的湖南企业来看，2017
年排名第137名的华菱钢铁，今年以
766.56亿元营业收入和41.2亿元利
润位列榜单第99名，首次“杀入”100
强的同时，继续蝉联中国500强湖南

企业的“老大哥”。能取得这一突破，
主要是2017年华菱集团及时调整经
营策略，中止重组而重点聚焦钢铁主
业转型升级，借助钢铁行业的高景气
态势， 继续全力做精做强钢铁主业，
实现了公司上市以来的最优业绩。

另外，三一重工和蓝思科技也实
现了榜单排名的大跨越，其中三一重
工从2017年的第263名上升至第193
名， 蓝思科技从第388名上升至第
312名，而中联重科和步步高的排名
则有所滑落，分别从2017年的第303
名和第383名跌至第317名和第421
名。与去年相比，株冶集团未能再次
入榜，而今年榜单中也没有出现湘企
的新面孔。

5家湘企上榜《财富》中国500强
华菱钢铁首次进入榜单前100强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付硕果）2018年6月，
湖南“四上”单位37657个，同比增
长11.2%，总量位列全国第10位，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相关消息。

“四上” 单位包括规模以上工
业、限额以上批零和住餐业、资质以
上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重
点服务业等。 准确掌握其分布和发
展情况， 对于正确评估我省经济运
行总体情况，研判下一步经济走势，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统计显示，我省“四上”单位中，
工业单位15341个，数量最多；批零
和住餐业、重点服务业、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和建筑业单位分别有9445
个、6183个、3961个。 总体而言，我
省工业表现十分突出， 上半年全国
和中部地区“四上”单位中工业单位
平均负增长， 我省则持续保持较高

增长速度； 建筑业相对落后， 纳入
“四上”单位的单位数量居全国第17
位，中部倒数第二位。

6月，我省“四上”单位中各专业
单位占比情况出现了明显调整，重
点服务业单位同比增长29.6%，增幅
遥遥领先于其他专业，占比较去年同
期上升2.3个百分点，上升幅度明显，
并带动我省“四上”单位二三产业单
位数量之比由去年6月的50.4∶49.6调
整为48.0∶52.0，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
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反映出全省产
业结构正在不断优化。

从“四上”单位地区分布看，长
沙市具有绝对优势， 其单位数超过
全省的五分之一， 特别是重点服务
业，占全省总量的28.5%；论增速，
全省一半的市州“四上”单位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邵阳市、永州市增
长势头尤其好， 分别比全省平均水
平高9.4个、8.4个百分点。

湖南“四上”单位37657个
总量跻身全国前十

工业单位15341个，数量最多；长沙市
单位数超过全省1/5

当晴热遇到台风
高温缓解大雨到

� � � �受台风“玛莉亚”影响，湘东、湘北将有暴雨
或大暴雨
我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全省转移就业
贫困劳动力76.46万人

占有转移就业意愿贫困劳动力总数的98.7%
高温下的汗背

月桂聊天

图③7月11日15时40分，湘西经济开发区溶江中学项目工地，
工人们冒着酷暑施工。当天，当地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该区通过

合理调整作息时间，在保障各施工安全的同时，稳步推进项目建
设。 刘振军 张术杰 摄影报道

②

③

图②7月11日16时，衡阳南岳机场停机坪，热浪滚滚，地表温
度超过50摄氏度。一架东航A320飞机刚刚降落停稳，机务师立即
开始绕行检查。 罗盟 摄

①

图①7月11日16时许，长张（长沙至张家界）高速公路热市服
务区，地面温度近40摄氏度。正在检查过往车辆的湖南省高速公
路交通警察局常德支队河 大队民警，汗流浃背。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童迪 摄影报道
伏

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研究

� � � � 我外交部、 商务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我2000亿
美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

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

导
读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