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周双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经济 10

!"#$ !"#$%&'()*+,-.#
/0123456789:;012<=(
)>?,@ABCDEF!GHI&'J;
K'LMNO012PQRSSSTUVWX
UYZ[\PQR, ]^_`ab!cd
eOa!_,fghijklminop01
2Vqr[\PQR,st@Auv&'B
CDEpwxyz,{|}~`N���;
��O ��&��������)l���
;������d, ���#/%w��
�l����m���`� ¡¢O

! " # $ % & '

£¤¥¦,012<=#§¨e©ª'
«§¬®¯°,<=±²F³´;µ¶·
¸¹º»¼O

½¾¿�!À�!ÁÂÃ0123µ¶Ä
Å_�Æ;Ç2ÈÉÊËÌÍ<=²,£¤
% Î,ÏÐlÑÒlÓÔÕÖ×ØÙÚÛ & ®
Ü,ÝÞ�Î©ß`²à¯°'«áÏO

âãA012½XäÃ;ÄÅ_åæç
Lè,ØÙéê,¾ë;ìíîï !"'( !O

T!, 012<=[\PQRð@Æ
ñ,òóô~`&'õö,÷Ù;'«øÄ
Å_~ù`ú9ûÏü;dýOþ|Tÿd
ý,ø!@Aµi½"�ÿ#$%;¯ÃO

012N&'()*+,-;[.È
=,å�/l0l1|2364O <=5æ;
01236�ð78M�9: '%)* :
*$!' ¯,b0��;µ× $ ÿ+<�9µO

��&=><=?�@A�BCD0
12<=E��FGúH,!+"* !,012
IJ��KLMNO !""% !O, æ#/%
Pl%QR;STFU�V,W�Ú@XY,
Z��&�[012;&'û�O½\ý]
^�öH,µ¶_`LaÛÍ<= $ Ci;
bc_^©deè"�Î,�-µ¶fÛï
gNi,hiIjk;lmO ÃnGo,µ¶
pqr�Cä;stuv�wxyk��
&¯O

��&\z{Ù & |Ü,L�012<
=}~���OÓ�|Vqr[\PQR�
�z, �012�_`'«;�ó�j�
!"') ! '"" ®¯,!"'* ! '!" ®¯,!"'% !
'&" ®¯O

<=;>?,ø012Z�ÿ��Èµ

��@A£����;&'z;NO��æ
012, �ÄÅ_T�;�ë���Þ,<
=±²F³´�8;�g»lÏüþ|!�
r�Cä¾~;��O

( ) * + , - .

æ&'½��Ã;�� ¡V,<=¢~
�£�Æ¤¥,¦§¨©ª«,¬w��
�,®�`012&'��;¯°O

#L¹±²³¯O012æ<=´>ù
_µz,½þñ��Ã @A`è��¶µ�O

·�]¸µ¶¹ºL#¹[l»ñ¼½¾¿
×ÀÁ,<=ÂÃµ¶ÄÅÆÇl¬ÈÉÊ
ËÌOÍH,ÂÃ3lµSTÎÏÛ��&Ð

V<=ÄÅ,ÂÃÉÊËÌ¬ '"" öO
ËÌFÄÅ, ÑÒµ¶ìí`Ód,Ô

*`ÕÖ¿×F®ñ¿×,Ô[`&'©ß
Ø¤FÕÖL#O Ùæ,ÞÚµ¶¤ÛáÜ
ÝÞ©ßàáFØâ,]¸&'¶I¤û�
ãäåæ, '«�012;ç¿è7éÔ
*O

êëzì,012<=�í�îè )""
Þ¯,��&æ#/ïðñÆ;òóôõö
÷l ïøÈö÷×<=�í�îè !"" ù
¯lúHûá¯î !%" ù¯,j7]¸|ü
N¯,!§èýþ ) Û * ®ÜOÿç,æ<=
!ÝÔñþñ¯îþ (""" Þ¯, !§èý
* ®Û $ ®ÜO

½<="�Æc#,#lÑ×$Z/m�
ï¢�ÆOÃ#/%&�P¢«%&'o,�
(<=�!) ' |Ü, /m�ØÙë*+
,,-�./{7O

01237;µ0U]123Û45
6,<=U�µ¶7��ÏÐlÑÒl8�
×9r�Cäd{ýð:;;<ö,],Zµ
=D�Æ,¹¶>ÛO½<=µ¶F?6
�,s|@¹�¸;Añ6ÍDO Ã3Û4oO

# ) / 0 1 2 3

B²;µ¶X\¸C`<=��;´
Û,��Ñ9; ¡�DE7F ��&GJ
�;V�HO

IJÞ!KL;DE�ïðñÆ�E,
��&J?ñÆ`MNOPl jQRSTl
ïøÈö÷l#/F�7ÊËl01UVW
XY×<=,7�~VZ&'��,²[
��\¥O

ÍH,��]012A}~;Ý^'_
´SSS#/�e'F`e',a@bc#/
}~ýî;½7#/wx&'´NÃ, �~
,&"$l,&") ]defCN !"" Ci³´ '"
ùg&'<=l!" ùg9µ&'¶lÚmg

gülÏÐl¶Ò¶��,hÙw©i¦©Ñ
�r�j®¯O

012<=IKB�~kNlÝÔñ
&';mn,�Tµ¶op�q�Ôxr
s½tluÓÔ¾ÔÈèvÕlÏÐ¶Ò
×,hÙ ½̀&' - �ÔxÃ½&' - ¶ÒÃ
½&' - wxxÃ×ÔñyzmnO 2�,
#/{|l012}~Ll#/h7�l��
��Ê×ÔxæõöjL�`�<;�6
è,Ó�|]#/{|AÓ�;���xÔ
ñ,sÚÚm|ÜÔ�O

�k½�����Ã�¸`��@�,0
12<=æuv�ëV£;��¥�HE
7O �+É�QR[è��,7¥��`<
=7��ð:O zì,+� &+$ ´V���
�@,�Ù<=;b0CN�è7<,�#
[ó�V�7<O/��9%©7V£[ó
CNÞ,<=�Ù½j�� ¡H��¢Ã,
012r�Cä�£j;¤¥O

!!!"#$%&'()*+,'-./

456 788

!"#$%&'()*+!

!"#$%&'()*!!!!!!!!!!!!!!!!!!""""""""""""""""""$$$$$$$$$$$$$$$$$$

$%&,-./0(123456789!

:;<=>?@!

AB "!"#$ !C#D
EF$%&G@HI0(!

%!"#$%&'()*+,-./01234&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叶飞艳）到2022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将
达到48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160万人；
新建设30个以上国家级、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40个以上国家级、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技能
人才培养建设技工大省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为我省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勾勒出发
展蓝图，按下技工大省建设“快进键”。

《意见》明确，将大力推行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提升职业院校（含技

工院校，下同）办学质量。坚持校企合作基本
办学制度， 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和现代学徒
制。 建立健全政府和企业培养技能人才经费
的共担机制，共同打造“湖湘工匠”品牌。

《意见》明确，鼓励各级政府建立高技能
人才奖励制度。将定期评选10名“湖南省技能
大师”、30名“湖南省技术能手”。

《意见》指出，将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
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取得高级技师（一
级）、技师（二级）国家职业资格的一线工程技
术类高技能人才，经单位考核推荐，可申报参

加工程系列相关专业副高、中级职称评审（考
试）。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班毕业生，分别按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
相关待遇，同等参加职称评审（考试）、公务员
招考、企事业单位招聘、应征入伍、确定工资
起点标准等， 并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创业补
贴政策。

完善多劳多得、 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才
收入分配制度。 鼓励企业对技术工人实行协
议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股权制、期权制等
分配形式，提高技术工人收入水平。

“悬崖”上修建
“空中楼阁”

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地库
封顶，主体工程完工80%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王晗）经过
持续24小时的混凝土浇筑，11月2日晚，备
受关注的湘江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主体工
程地下停车库（简称“地库”）完成封顶，标
志着该区域所有消防、 机电安装进入全面
施工阶段。截至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量已
完成80%，完成投资额达10亿元。

位于湖南湘江新区大王山片区的湘江
欢乐城， 是我省首个世界级特大创新型综
合旅游产业项目，由五大核心项目组成。其
中， 由欢乐水寨和欢乐雪域组成的冰雪世
界， 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室内冰雪乐
园与水上乐园相结合的主题乐园。

记者走进项目现场， 只见塔吊林立，
机械轰鸣，机电、消防等多个班组有序穿
插作业。

“由于矿坑地质条件复杂，破碎带分
布广泛，基础施工难度非常大，堪比在悬
崖上修建‘空中楼阁’。”项目现场负责人
介绍，此次封顶的地库共两层，建筑面积
约4.22万平方米， 与冰雪世界主体结构
设缝脱开，位于矿坑周边岩壁之上，为吊
脚楼结构形式。 地库总桩数共449根，其
中有将近五分之一的基础在陡峭岩壁之
上， 整个冰雪世界项目日均施工人数近
千人。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徐典波 黄雄）在岳
阳市今天召开的军民融合产业招商推介会
上，总投资26.5亿元的15个军民融合项目成功
签约。岳阳市政府负责人表示，此次签约的项
目， 将落户平江工业园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
示范基地和城陵矶新港区省级军民融合产业
示范基地， 助推岳阳军民融合实现多元发展
的产业格局。

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特种节能涂料等新
材料生产，工业级3D打印、军用通讯、激光雷
达等设备制造，无人机研发、反无人机“空中
围栏”系统开发，以及军民两用环保节能等多
个种类。其中，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与惠源云

母制品有限公司签约的云母带纸生产项目，
总投资达7亿元，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5亿
元，纳税约1500万元。

近年来， 岳阳市制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十三五”规划，将军民融合产业作为全市9个
重点产业进行推进。 该市大力引进高精尖人
才，成立了以中科院院士韩杰才为院长的哈
工大军民融合研究院，同时 ,每年设立1000
万元的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推动军
民融合产业积极创新、健康发展。截至目前，
岳阳拥有50多家民参军企业， 已成为继上
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个获批“北斗应用示范”
城市。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秋冬季节是雾霾的高发期，11月5日，长沙
市岳麓区雨敞坪镇执法人员连续开出2张
罚单， 分别对露天焚烧秸秆的两位村民处
以500元罚款。 这是长沙实行最严格农作
物秸秆禁烧制度以来又一次动真格。

近日，长沙出台了《秸秆禁烧及综合利
用专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各街
道（乡镇）党政“一把手”为辖区内秸秆禁烧
工作第一责任人，建立街道（乡镇）、村（社
区）两级网格巡查队伍，在油菜、早稻、中
稻、晚稻和烟叶等农作物收割期加强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对擅自焚烧农作物秸
秆的单位和个人，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进

行立案处罚， 并将秸秆禁烧与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 种植大户等申报各级各类农业补
贴项目挂钩，并实行“一票否决”。

对秸秆不搞“一禁了之”。《方案》要求，
全市范围内将继续投入打捆机、 大型打包
机、抓草机、装载机等秸秆移除收储及利用
设备，建立稻草收储运体系，建设农业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通过生物转化、有机肥
转化或其他利用方式， 实现秸秆等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

根据《方案》的要求，力争到2020年，
长沙基本消除露天焚烧秸秆现象， 并全面
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 力争综合利用
率达到90%以上。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胡吉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浏阳经开区将招
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招大引强捷报频传：
今年1至9月，园区共引进项目39个，合同引资
265.365亿元。

今年以来， 浏阳经开区围绕园区产业功
能定位，瞄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健康食品3
大产业链招大引强，其中，1至9月共引进敬和
堂药业、纳米医疗机器人、金迈博医疗等生物
医药产业项目11个； 军民两用高性能微纳传
感器项目、 上海维度电子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等电子信息产业项目9个；坛坛香二期生产基
地项目等健康食品产业项目4个。

与此同时, 浏阳经开区有力推进项目建
设。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金磨坊拟上市总

部及健康食品生产基地项目的办公大楼（检
测中心）已经投入使用，新厂房内的两条生产
线生产设备已安装完成， 日前正式进入了试
生产阶段。 正式投产后将形成日产辣条2万
件、日产素毛肚1.5万件的生产能力，年产值可
达10亿元。截至目前，投资56亿元的蓝思消费
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项目主体已全部完成
建设，3栋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 预计
今年年底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南
地区最大的专业电子产品外观防护玻璃生产
基地。

据介绍， 浏阳经开区将产业项目建设放
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进行谋划， 今年共铺排重
点项目58个，计划总投资920.59亿元，2018年
投资164.49亿元。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双十一”即将到来，各大电商企业纷纷开
展各种网络促销宣传活动。 为规范电商的
经营行为， 维护消费者网络购物权益，今
天，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2018年全省规
范网络集中促销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要
求各电商企业在促销活动中如实提供信
息，不得强制交易等。京东、友阿海外购、御
家汇等10余家电商企业参加了会议。

据省市场监管局统计显示，去年，我省
参与网络商品交易经营行为的市场主体有
50.8万余家，完成交易1141.37亿元。去年
“双十一”期间，消费者反映商家促销活动

存在问题的数量比上年度明显减少， 如，
“价格先涨后降”“广告绝对化用语”等问题
大幅减少。

今年，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各电商企业
“双十一”期间开展促销活动时，要如实全
面提供信息、 主动提供购物发票和服务凭
证、严格执行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以及广告
宣传真实准确。 不得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
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和侵权商品，不得“刷单”
“炒信”，不得虚标价格先涨后降，不得搞霸
王条款强制交易等。如，标价内容要真实明
确、清晰醒目，一旦发现存在价格欺诈，将
被处以最低5万元、最高50万元的罚款。

“双十一”来临规范电商经营行为
电商企业要如实提供信息，不得强制交易

一旦发现价格欺诈，将处以最低5万元、最高50万元罚款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通讯员 刘天胜
张杨 记者 周怀立 ） 当地时间11月5日，
中国中车南非海外联合研发中心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揭牌。同时，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与南非金山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

联合研发中心将依托中车株机建设与
运行，面向轨道交通装备创新发展需要，以
科研项目为主要载体， 重点开展轨道交通
装备技术研究、 技术支持、 技术转化等工
作，兼顾国际化人才引进和培养，组织国际
技术合作和交流。

据了解， 中国中车在南非市场深耕多
年，在轨道交通领域已有多个合作项目。中
国中车正在在南非积极实行“五本模式”，
即“本地化制造、本地化用工、本地化采
购、本地化维保、本地化管理”，不仅实现
了产品输出，还实现了技术、资本、管理
和服务综合输出； 不仅实现了整车产品
技术输出，还实现了“整车+核心部件”全
产业链输出。

目前，中国中车已在美国、德国、英国、
瑞典、捷克、以色列、俄罗斯、土耳其等国
家，共成立了14家海外研发中心。

中国中车在南非成立联合研发中心
海外研发中心已达14家

为了蓝天 莫烧秸秆
长沙实行最严格农作物秸秆禁烧制度

我省勾勒技能人才培养蓝图
2022年技能人才将达48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60万人

15个军民融合项目花落岳阳
总投资26.5亿元

浏阳经开区前9月合同引资265亿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