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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邓樱）10月份，省统计局对全省16217家
企业开展景气调查，今天发布调查结果：三季
度我省企业景气指数124.26、企业家信心指数
125.51，均保持在景气区间。全省企业景气指
数及企业家信心指数已连续3个季度处于景
气区间，基于此，企业经营者对四季度经营状
况依然看好。

调查显示，全省各类型企业中，股份合作企
业的景气指数居第一位，达到128.05，处于高位

景气度；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类型企业，景气度均处
于120至130之间；外资投资企业受国际经济形
势影响，景气指数较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
在126.19的景气区间。从企业规模看，全省大、
中、小微型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38.52、125.84
和117.93，全部处于景气区间。

在调查中，18.3%的企业认为三季度企业
盈利“增加”，六成的企业认为“基本持平”；
14个行业中8个行业盈利指数在100以上，处

于景气区间，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
表示“本季度接到的业务预定量”上升；约九
成企业表示用工需求保持稳定状态， 其中，
11.0%认为三季度企业用工需求“上升”，
79.1%�认为“基本持平”。

在接受对四季度企业经营状况预期情况
调查时，30.8%的企业家预期“乐观”，61.3%的
企业家认为“一般”，表示“不乐观”的仅占
7.9%。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从今天起， 长沙市民在乘坐滴滴快车和优
享、礼橙专车时，行程可全程录像。滴滴公
司今天发布相关安全措施及功能升级进展
通告，在原有的行程录音功能的基础上，逐
步试行车内录像功能， 这项安全保障功能
扩展至长沙等16个城市。

滴滴方面表示，从11月7日起，长沙、成
都、广州、深圳、郑州、合肥等城市的乘客，
在呼叫快车和优享、礼橙专车时，会陆续收
到相应录音录像授权提示， 用户授权后可
继续叫车。授权后，若打到安装车载设备的

车辆，行程会全程录像。滴滴将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通过加密保护技术，保障乘客及司
机的隐私。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营造文明
的出行环境， 也能为平台判责提供更多依
据。

另外， 滴滴将持续加强所有司机的安
全审核，要求无犯罪记录、通过三证验证；
每日出车前对司机进行人脸识别， 并在接
单间隙随机抽检，通过方可接单。同时，持
续加大司乘两端交通安全提示和安全教育
力度，截至11月6日，共有3836万司机及乘
客添加了紧急联系人。

� � � �龙王港流域治理一期工程
实施方案通过评审

2020年水质
有望根本性提升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丁文军）近日，长沙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一期工
程实施方案顺利通过由湖南湘江新区组织的专
家评审。到2020年，龙王港水质有望得到根本
性提升。

龙王港是湘江的重要支流， 也是湖南湘江
新区梅溪湖片区的重要水系。去年11月，湖南湘
江新区启动龙王港流域汇水范围建成区排水管
网勘测及提质改造方案编制项目。 今年6月，项
目通过专家预审。 目前， 通过分段采取控源截
污、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一系列治
理措施， 龙王港综合治理先期实施部分已基本
完成。

根据方案，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将按照“流
域统筹、系统治理、整体设计、属地负责、分区分
期实施”的总体原则展开，从全流域水环境、水
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五位一体”的治
水理念出发，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
复、水系连通等措施分期治理，力争龙王港流域
水质到2020年得到根本性提升。

“此次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方案既兼顾现
时成效又有前瞻性。”市政排水专家、湖南大学水
工程系副主任柯水洲教授认为，方案从被动治污
转变为主动防治， 从末端治理转变为全流域治
理，从碎片化建设转变为污染全过程控制，从单
一手段转变为系统、综合、复合手段，将为实现龙
王港流域水环境目标功能打下坚实基础。

湖南湘江新区负责人表示，将“追根溯源、
诊断病因、找准病根”，把科学治理和长效管理
相结合，加强统筹调度，争取早日实现龙王港水
清河畅。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曹娴）时
至立冬，气温渐降，用电安全隐患增加。今
天，2018冬季电气火灾消防安全高峰论坛
在长沙举行。

专家介绍，冬季是用电高峰，因为缺乏安
全用电知识导致的静电起火、短路起火、线路

破损、接触不良、散热不良等现象，都有可能
引发触电、电气火灾、电器损坏等意外事故。
今年1-8月，全国因电气引发的火灾占34%。

论坛上， 长沙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的“123”安全用电系统，现场展示了
“电不起火、电不伤人、电不漏电”的功能。

冬季用电注意安全
电气引发火灾占三成以上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余艺） 记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中央文明办发布了2018年10月“中国好人
榜”，共有106位身边好人入选，湖南有马
艳玉、陈荣、黄其焕、胡军、彭志军5人上榜。

马艳玉、 陈荣获评“诚实守信中国好
人”。马艳玉是永兴荣裕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董事长。10多年来，她诚信经营，从不拖欠
员工工资，先后向市县教育基金会捐款50
万元，还向社会捐款100多万元，资助100
多名贫困学生上学。 湖南省海韵琴行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荣，退伍30多年来，坚持为
牺牲战友的父母尽孝，并资助了20多名贫
困学生完成学业。

黄其焕、 胡军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

人”。今年8月30日凌晨，在娄底市娄星区茅
塘社区一居民楼内发生持刀劫持人质案，娄
星区涟滨派出所民警黄其焕主动置换人质。
经5个多小时生死周旋， 黄其焕最终与同事
配合成功抓获持刀歹徒，他身上留下了20多
处刀伤。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心大血管
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军，为患者看病坚持“三
不”原则：不给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不给患
者开大处方，不让患者多跑冤枉路。

彭志军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桃
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协警彭志军的母亲，
2000年因脑梗颅内出血导致胸部以下瘫
痪。母亲去世一年后，他的父亲彭德培又得
了同样的病。彭志军悉心照顾，不论再忙再
累，每天早晚都推着轮椅带父亲散步。

10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湖南5位身边好人上榜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刘玲）11月6日， 第二届中国动力
谷·装备制造与现代热处理技术国际学术
交流会议在株洲市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伯云、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古君修等20余
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 共同探讨中国及世
界机械工业和热处理加工技术问题， 为加
快株洲·中国动力谷发展出谋划策。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技术引领·创新驱

动”。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推动装备制造
向装备创造转变、 装备产品向装备品牌转
变等进行了讨论， 并就材料装备和零件成
形制造技术以及制造领域新技术、新设备、
新工艺等进行了交流。大家认为，株洲·中
国动力谷生产的航空发动机和高铁在全球
占据着重要位置， 应下大力气探索解决高
性能金属结构材料问题， 为发展动力产业
奠定坚实基础。

专家为“中国动力谷”发展出点子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刘欢）记者今天从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获悉，该中心近日与省住建厅、省交通
厅、省水利厅共同签署《关于工程建设招标
投标交易平台建设工作座谈会备忘录》，将
依托平台实现多方数据互联、互通和共享。
同时，统一全省交易规则，支持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建立全省交易系统数据中心。

根据《备忘录》，上述4部门达成多项共
识： 推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过程实

施集中见证； 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退还
和叫停程序； 出台相关文件在全省积极推
进远程异地评标； 实行电子招投标的招标
文件中不再明确收取招标文件编制成本
费， 同意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不
再设置招标文件收费环节；建立4部门定期
会商联动机制。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共完成公共资源
交易数431617个，实现交易额5661.3841亿
元，节约金额139.0768亿元。

工程招投标交易数据共享互通

前三季度我省企业运行持续“景气”
企业经营者对四季度经营状况依然看好

滴滴在长沙试行车内加密录像
进一步提高网约车安全性

侗族妇女家门口就业
11月6日，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曹家冲村，侗族妇女在“扶贫车间”包装红薯粉丝。

今年来，该村35名侗族妇女在当地龙头企业的帮助下，在村里从事土鸡养殖、茶园护理、食
品加工、侗锦制作等产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刘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