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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305 1 9 0
排列 5 18305 1 9 0 6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为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 服务“中国
制造2025” 等国家战略， 提升湖南乃至
全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水平， 推动中国
轨道交通产业“走出去”， 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政府获悉， 2018中国(湖南)国际轨
道交通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轨博
会”） 将于11月15日至17日在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

目前， 已有中国中车、 中国通号等
近200家轨道交通一线龙头企业确认参

展。 据本届轨博会组委会初步统计， 今
年预计有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国
外政要和商务代表参会， 法国轨道集团、
阿海普等10余个国外企业参展， 来自德
国、 日本、 印度、 立陶宛、 尼泊尔等多
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商也将前来“淘宝”。

此外， 本届轨博会除了代表一流水
平的各类轨道交通产品展示外， 还将同
期举办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高层论坛、
“一带一路” 轨道交通企业对洽会等多个
专业研讨会议。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今日起，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的机坪管制职责由民航湖南空管分局
正式移交给黄花机场。 这标志着黄花机场
开始独立运行机坪管制服务，可有效提升
机场航班放行正点率，缩短旅客登机等候
时间。

此前，空管部门需同时兼顾空中和地
面指挥。 机坪管制职责移交后，空管部门
主要负责航空器起飞、着陆、脱离跑道和
放行许可；机场则负责机坪管制，即航空
器推出、滑行、拖拽等。

“机坪管制移交给机场后，可实现各
类资源的统一有效配置，提高机坪运行效
率。 ”长沙黄花机场运行控制中心主任唐

晔介绍，如，在安排起飞航班顺序时，机坪
管制团队可根据每架飞机实际到达机场
的时间进行优化排序，从而极大提升航班
正点率。

此外，机场独立运行机坪管制服务还
可极大提升廊桥使用率， 更多安排近机
位，减少旅客乘坐摆渡车的次数，从而有
效缩短旅客在机场和客舱内的等候时间。

据介绍，机坪管制职责移交是民航运
行模式上的重大变革。 2015年，杭州萧山
机场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实现机坪管制职
责移交的大型枢纽机场。 移交后，杭州机
场的航班起飞正点率极大提高，延误率日
均下降6%。目前，厦门、海口、郑州、深圳等
多地机场已实现独立机坪管制。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记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中共中央办
公厅近日下发 《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明确在
全国50个县 （市、 区） 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我省的凤凰
县、 辰溪县入选。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
作， 重点围绕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谁来做、 做什么、 怎
样做的问题， 因地制宜开展经常性、 面
对面、 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
动。 试点工作以全县域为整体， 以志愿
服务为基本形式， 在县一级成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乡镇一级成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行政村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 学
习实践科学理论， 宣传宣讲党的政策，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 丰富活跃文化生
活， 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据介绍，凤凰县、辰溪县将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这一主线， 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的县、乡、村的三级体系，组
建志愿服务队伍，通过“讲、做、评、帮、
演、庆”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企
业、进景区、进网站。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省监
委获悉，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张功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
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张功敏，男，土家族，1957年5月出
生， 湖南张家界人，1981年5月参加工
作，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函授

本科文化。 1987年1月至1997年8月，历
任大庸市新桥镇镇长、党委书记，大庸
市民族侨务局民族科科长、 办公室主
任，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党委
委员、 副处长；1997年8月至2005年12
月，历任慈利县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县
委副书记、 纪委书
记 ；2005年 12月至

2012年12月， 历任张家界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市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2012年12月至2017
年1月， 任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功敏接受审查调查

2018中国（湖南）轨博会本月中旬开幕

凤凰辰溪试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长沙黄花机场实现独立机坪管制
可有效提升航班正点率， 缩短旅客候机时间

通讯员 刘石鼎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2018年上半年，湖南省工商联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在湘投资情况”
调研，形成《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在湘投资分析
报告》，调研报告显示：75%以上的投资企业对
湖南目前的营商环境投上了“满意”票。

营商环境的优化，“亲”“清”政商关系的构
建无疑是关键所在。 作为企业和商会的“娘
家”，省工商联主动作为，用心服务、立规定矩，
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助力湖南非
公经济高质量发展。

用心服务凸显“亲”
融资难是非公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

个普遍性难题。 为了帮企业破解“融资难”，省
工商联组织开展各类金融服务活动。与省工行
合作开展了“百日百企”金融服务活动，帮助
149家民营企业获得总计84.1亿元信贷支持。
与建行合作开设“湘商结算卡”，省建行为省工
商联会员企业发放信贷额度已达210多亿元。
各市州工商联与省建行二级分支行同步跟进，
构建了省、市纵横联动的合作布局。

“湖南黑茶如何进入‘一带一路’？ ”这是湖
南省黑茶商会执行会长彭接班的困惑。在省工
商联组织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开展项目对接
过程中，彭会长这一疑惑得到解答。近两年来，
为了帮实体经济打开市场，省工商联组织企业
将目光投向海外，把“湘企出境，湘品出海”作
为对外联络工作的主菜单。先后组织民营企业
出访老挝、缅甸、柬埔寨、阿联酋、巴基斯坦等
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考察，组织省内8家高职
院校参加巴中职教洽谈会， 达成合作协议，同
时还积极组织企业参加2018巴基斯坦湖南商
品展览交易会。

善于为企业的合理诉求“立言”，勤于为企
业的转型发展“助力”，乐于为企业家的健康成

长“交心”。 这是省工商联对新型政商关系中
“亲”的解读。

为了帮助企业反映诉求， 大兴调研之风。
开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8个重点课题清单，
驻会领导带队开展专题调研。为了帮非公经济
人士搭建成长平台，开辟职称评审2条“绿色”
通道。 为了帮非公经济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创
立“立体化”法律服务新模式。为了帮非公经济
人士坚定“四信”，开设“湘商大讲堂”、“同心大
讲堂”。 为了帮企业破解“用工难”，连续6年举
办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立规定矩践行“清”
省工商联将“清”解读为：正本清源立规

矩，清清爽爽打交道，解除不怕说不“亲”、就怕
说不“清”的顾虑。

2017年8月，省工商联出台了“负面清单”
的《九严禁》， 细化政商交往正当行为， 厘定

“为”与“不为”的界限。“严禁不当言论、严禁接
受财物、严禁接受隐形利益、严禁谋取不当利
益、严禁插手生产经营、严禁干预行政和执纪
执法活动、严禁接受违规接待、严禁个人单独
行动、严禁怠慢不敬。 ”“九严禁”为政商交往进
一步明确了准则和尺度。

在“清”的约束下，省工商联形成了风清气正
的良好氛围。 在2017年换届和省人大代表和省政
协委员的换届选举中，未发生一起行贿受贿事件。

“省工商联领导真诚地与民营企业家交往相处，帮
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不搞权钱交易。我们企业讲
真话， 干实事， 遵纪守法办企业， 正大光明搞经
营”，步步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说。

2018年，省工商联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家副
主席、副会长述职评议制度，出台执委履职考
核办法。 建立驻会领导成员联系市州工商联、
常执委制度， 逐步构建常态化联系制度机制。
省工商联要求各位驻会领导都要与一个地市
工商联和几个商协会联点，每年要在当地举行

企业家座谈会， 听取意见建议不少于两次，认
真研究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鼓励
工商联干部认真服务企业， 大力开展招商引
资，为湖南社会经济发展出力。

“亲”“清”相融促发展
规范的政商关系， 可以演变成一种生产

力。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在省委统

战部直接指导下， 省工商联赴浙江、 江苏、北
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与湘商密切联络、凝
聚人心，引进并促成一批产业层次高、投资规
模大、 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湘商回归项目落
地。

湘商大会从2007年第一届成功举办以来，
前七届累计吸引参与的重点客商1.5万人，引
进资金超过6500亿元，至2017年止，湘商回湘
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3500亿元。 广大湘商
长期以来不忘初心、情系桑梓，成为助力湖南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今年5月， 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知名民营企
业携手湖南助推中部崛起大会，共签署75个投
资项目，投资总额达1198.36亿元。 这份成绩单
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是辛勤的汗水
和付出。省工商联各驻会领导分成7个组，在春
节刚过就奔赴全国各地走访邀商，并动员组织
省工商联的兼职副主席副会长、部分异地商会
参加邀商，行程几乎覆盖了整个全中国。

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上，省工商
联作为成员单位之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
各项活动邀请到130位客商，其中民营500强、
上市公司、 中国文化企业30强等就有43家，为
洽谈周的成功举办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

“大咖”莅临盛会，橄榄枝抛向三湘大地。
湖南凭什么吸引他们？ 采访中，不少企业家表
示，之所以选择投资湖南，与湖南高效、清朗的
政务环境密不可分。

特色种植
助农增收

11月6日， 嘉禾县晋屏镇刘家村，
村民在采摘百香果。 近年来， 晋屏镇
利用当地优良自然环境， 培育特色农
业产业， 规模种植葡萄、 杨梅、 百香
果、 蜜枣、 金橘等特色水果1.2万多
亩， 助推了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了农
民收入。

黄春涛 肖建安 摄影报道

“亲”在行动上“清”在骨子里
———省工商联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