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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王微）精致的日式瓷碗、轻透的英国骨瓷……28
日，2019湖南（醴陵） 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国际
馆，在醴陵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四号馆
开展，观众不仅能欣赏来自日韩英等30多个国家
的陶瓷艺术品，还能将心仪的陶瓷器具带回家。

本次瓷博会国际馆展出了58个国际知名
陶瓷品牌及23个国际艺术家的陶瓷作品。 如，
丹侬、 威基伍德等英国骨瓷杯市场的畅销品
牌，日本皇室御用瓷器香兰社“有田烧”瓷器，
以松、竹、梅、菊等为题材的日本“九谷烧”瓷
器，设计制造陶瓷、包装（饮料，瓶盖和容器）、

食品和自动化行业单机和整线设备的萨克米
集团等，都将携产品参展。

除了观展外，观众还可免费参与各式各样的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如，日本陶艺大师川添智宏
讲述日本的陶瓷及匠人精神，韩国的陶瓷专家现
场展示陶瓷艺术展品的设计、制作过程等。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王微）昨天，2019湖南（醴陵）“一带一路”陶瓷
产品对接会在醴陵举办。 对接会现场达成意
向交易金额近1000万元。

本次采购对接大会， 有来自英国、 加拿
大、芬兰、日本、韩国等20个国家的55个国际

品牌、23个艺术家作品、5家设备企业参会，国
内有30多家企业参会，共吸引了300多位中外
专业瓷器买家。

对接会现场， 专业买家与参展商积极衔
接， 如， 醴陵的陶瓷企业与日本陶瓷设备商
SKK达成采购协议， 购买SKK陶瓷设备生产

线；醴陵的陶瓷企业还与美国、香港、俄罗斯、
波兰等地的厨具公司签订了采购订单。

据了解， 本次陶瓷产品对接会由湖南省贸
促会主办，是2019湖南（醴陵）国际瓷博览会围
绕“锦绣潇湘，五彩醴陵”的主题开展的17项系列
活动之一。 博览会将持续至10月3日。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刘灵宁 周闯 ）9月28日召
开的全省食品安全“护老行动”及保健
食品行业清理整治工作推进会明确，
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多个职能部门开展
专项行动， 重拳整治保健食品市场经
营秩序，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此次清理整治的重点内容包括：保
健食品标签、说明书虚假宣传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标签、说明书与注册或备案的
内容不一致；虚假违法保健食品广告；保
健食品虚假宣传行为； 保健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违规直销和非法传销； 在保健食
品中非法添加西药及其他非食用物质，
假冒伪劣保健食品。

庞大的老年人群是保健食品的消
费主体。近年一些不法商家通过健康讲
座、免费体检、专家义诊、组织旅游、派
送礼品等手段，或利用医疗单位、学术
机构、行业组织、专家、知名人士等名
义，诱惑老年人购买保健品。 保健食品
不是药品，但凡宣称“包治百病”的保健
品，老年体弱者、慢性病患者等就要提
高警惕，以防被不法商家蒙骗。

�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近日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媒体通气会透
露， 我省ETC发行、ETC门架建设进展顺
利。 截至26日，全省高速公路1144套ETC
门架系统已全部开工建设， 其中已建成
415套。 全省ETC用户增至494.38万。

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主
任王光辉介绍， 我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的重要工程———ETC门架建设正按
进度有序推进。 11月起， 全省高速公路

ETC门架系统将进入全国联网测试阶段。
12月底前，将拆除25个省界收费站，完成路
面恢复和交通安全设施安装。

我省加大ETC推广， 新增交通银行、光
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华夏
银行、中国银联7家ETC发行机构。 加上此前
已有的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省农信社、长沙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
行、中信银行，ETC发行机构增至16家。

截至26日， 我省可办理ETC的营业网点
达5168个，覆盖全省各市县区及大部分乡镇。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孟姣燕）记者今
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为深入查摆和解决
制约湖南旅游发展的瓶颈问题， 推动湖南省旅
游高质量发展，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于国庆期间
开展湖南省旅游高质量发展意见建议征集活

动。 游客积极建言献策，最高奖励1万元。
本次征集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至10日，内

容针对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围绕旅游规
划、资源保护与开发、产品建设、智慧旅游、服务
质量、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市场秩序、监督管理、

体制机制等方面， 在湘游客及关心湖南旅游发
展的各界人士均可提出建议。 意见调查表可从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下载。

意见建议征集截止后，经梳理确认，将评
选一等奖3名，各奖励10000元；随机抽取二等
奖50名，各奖励2000元；随机抽取三等奖100
名，各奖励“锦绣潇湘·全域旅游电子年卡”1
张（每张价值288元）。

2019湖南（醴陵）瓷博会国际馆开展

多个国家陶瓷艺术品精彩亮相

中外瓷商聚焦陶瓷产品对接会
达成意向交易金额近1000万元

国庆游客提建议最高奖1万元

重拳整治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

全省1144套ETC门架全部开工
已建成415套， 全省ETC用户增至494.38万

ETC发行网点覆盖全省各市县区及大部分乡镇

长沙新建路-芙蓉路交叉口跨线桥建成通车
9月30日，长沙市新建路-芙蓉路交叉口跨线桥建成通车。 该跨线桥主桥长261米、宽

16米，双向四车道，主线设计车速50公里/小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通讯员 徐鹏 记者
易禹琳） 为破解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难题，
近日，省委编办、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下
发《关于下达各市州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
省事业编制内统筹调剂9683名编制下达到
各市州用于公办幼儿园管理人员和骨干教
师配备。此举将有效解决学前教育师资不足
且长期占用中小学教师编制等突出问题，有
力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需要。

《通知》指出，此次为各市州下达的事业
编制按照“严控总量、适应需要、分级负责、逐
步到位”的原则，专门用于加强公办幼儿园教

师队伍建设。 新设立的公办幼儿园和目前仍
未配备编制的公办幼儿园按照在园幼儿数
配备编制，优先满足其基本教学需要，主要用
于配备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 对保育、安保、
食堂等服务可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所需
资金从地方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

《通知》要求，各市州要切实加强对公
办幼儿园机构编制的科学规范管理， 对符
合条件的公办幼儿园， 机构编制部门要及
时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纳入机构编制
管理； 要认真落实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
遇保障政策， 有条件的地区可试点实施乡
村公办幼儿园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湖南调剂事业编制给公办幼儿园
用于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配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