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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曹娴 ）

我省服务外包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下

逆势增长 。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

悉，

1

至

11

月， 全省服务外包合同执

行金额

3.09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2.18

倍。

今年来 ， 全省新增服务外包企

业

46

家 ， 新增培训机构

21

家 ， 同比

分别增长

2.3

倍和

3

倍 。 服务外包成

为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 前

11

个月 ， 服务外包产业新增从业人

数同比增长

2.1

倍 ， 其中大学 （含大

专） 毕业生占

8

成以上。 仅青苹果数

据一家企业 ， 今年就新招聘大学生

800

多人。

服务外包业务范围日趋扩大。 从

单一的信息技术外包， 开始向信息技

术外包、 业务流程外包并举发展， 涌

现了隆志高新 、 中软国际 、 创辰天

发、 全洲医药物流等一批数据处理、

地理信息处理 、 信息软件 、 电信后

台、 供应链管理外包的骨干企业。 特

别是以宏梦、 山猫、 三辰等公司为代

表的影视动漫企业， 成为全国最具竞

争力的文化创意外包企业集群。 服务

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也在扩大， 涉及韩

国、 美国、 新加坡、 加拿大、 英国等

国家和地区。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易

禹琳 通讯员 徐星） “神秘大湘

西， 世外桃花源”。 今日上午， 在

常德市柳叶湖畔， 常德、 张家界、

自治州、 怀化、 邵阳五市州第一

次打出 “大湘西旅游经济协作区”

主题口号， 并发布形象标识。 大

湘西五市州旅游局和重点旅行社、

旅游景区、 旅游饭店、 旅游汽车

公司、 旅游企业负责人及长沙地

区部分大型旅行社负责人共百余

人参加会议。

大湘西地区是我省旅游资源

最丰富、分布最密集、品质最高的

地区。为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新

趋势，大湘西五市州政府在今年的

中国桃花源旅游节上正式签署协

议，组成了大湘西旅游经济协作区

合作联盟，现已明确了区域旅游发

展思路，建成了大湘西旅游经济协

作区旅游专网，编印了大湘西旅游

宣传画册和口袋书。

煤炭女职工有了

建功立业新平台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通讯员 湛滔）

全省煤炭系统

2

万多名女职工建功立

业又有了新平台。 日前， 湖南省煤炭

系统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长沙成立。

目前， 全省煤炭企业共有

107

个

基层女职工组织， 活跃在

54

个国有大

中型煤矿和非煤企业， 积极参与煤炭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参与企业改革

改制工作， 维护女职工权益和特殊利

益。 特别是长年坚持开展女工家属安

全协管活动， 使这一具有煤矿特色和

女性特点的工作成为了煤炭女职工工

作的一块品牌。 这些年来， 各省属煤

矿企业的女工家属安全协管组织开展

安全协管活动近

2000

次， 并通过一帮

一结对劝导， 帮助

1

万多名曾因忽视

安全生产， 在井下违规、 违章、 违纪

作业的职工提高了安全生产意识， 有

的成为安全生产的带头人。

湖南省煤炭系统女职工委员会的

成立，将全省煤炭企业基层女职工组织

的资源和优势集合在一起，有利于推动

煤炭行业女职工工作的健康发展。

本报

12

月

30

日讯（通讯员 刘

园园 记者 唐婷）

28

日， 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举行全州椪柑运输

项目启动仪式，今后，通过邮政速

递物流公司，自治州又红又甜的椪

柑将及时运往全国各地。

2008

年， 湘西椪柑喜获丰收，

却因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影响， 通

往北方主销区的交通受阻， 导致

数十万吨椪柑严重滞销 。 今年 ，

自治州椪柑再获丰收， 年产量达

到

100

多万吨 ， 但销售难 、 配送

难、 进城难等苦恼仍困扰着橘农。

为湘西橘农分忧， 州邮政速

递物流公司承担起今年椪柑外运

任务。 从明年

1

月起至

3

月， 省邮

政速递物流公司将在吉首火车站

货运站发出

40

个车皮的椪柑， 外

运量达到

2400

吨， 该站开设绿色

通道 ， 确保到站柑橘随卸随装 。

州邮政速递物流公司还组织了

60-80

辆运输车运送椪柑、 苹果、

梨子等水果。 此外， 中国邮政全

夜航飞机已在长沙落地， 部分椪

柑将采取飞机运输方式送达， 确

保椪柑运输不受影响。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通讯员

庞卡 柳欣 ）

29

日零时 ， 水电湘

军———中国水电八局在乌江上又

创奇迹，由该局安装的构皮滩水电

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

72

小时

试运行，投产发电。 这是该局在乌

江天险建成喀斯特地貌世界最高

大坝———构皮滩水电站大坝之后，

创造的国内水电机组安装的又一

个奇迹。

构皮滩水电工程是乌江水电

梯级开发规划中最大的水电站 ，

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 是 “西电

东送” 承东启西、 承南启北的骨

干电源支撑点 ， 总投资

138.42

亿

元。 水电八局中标承建了坝高为

232.5

米双曲拱坝 ，

5

台

60

万千瓦

机组和

GIS

系统安装任务及砂石骨

料生产、 一期船闸工程、 渗控工

程、 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工程， 合

同金额近

50

亿元， 占据整个工程

量的

70%

。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通讯员

谷腾 记者 陈淦璋）

29

日在北京

召开的 “加强重大工程安全质量

管理创建国家优质工程表彰大会”

传来消息：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公

司参建的南京长江第三大桥工程

获 “

2009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金质

奖”。 据了解， 这是省路桥集团继

所参建的南京长江二桥工程获此

殊荣后再次得奖。 从

1981

年至今，

全国只有

45

项工程获 “国家优质

工程金质奖”， 其中仅

5

座大桥名

列其中， 省路桥集团就囊括了其

中

2

座。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孟翔 谭小君 谭英） 为妥

善解决焚化品污染问题，

12

月

21

日至

23

日， 《南岳衡山环保礼仪香标准》

通过了省及衡阳市质监、 旅游、 环保

等部门的专家审查。 据了解， 这是我

省第一部针对焚化品制订的环保地方

标准， 而新型环保礼仪香将在明年初

面市。 届时， 现有传统香将全部退出

南岳市场， 到南岳衡山旅游区各宗教

旅游场所朝拜礼佛将只能使用环保礼

仪香。

神秘大湘西 世外桃花源

大湘西旅游经济协作区打出主题口号

邮政物流为湘西

柑搭起“运输通道”

水电湘军乌江天险创奇迹

全省服务外包逾3亿美元

逆市快速增长

南岳明年

禁用传统香

12

月

30

日， 新宁县高桥镇月塘村烟农在烤烟育苗基地播种育苗。 该县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发展烤烟生产， 烤烟

已成为当地广大烟农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 尹建国 摄

省路桥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杨雪） 三湘大地将在雨水中

迎接

2010

年的开篇 。 气象预报称 ，

元旦期间我省以阴雨天气为主，

3

日

天气转好 。 雨雾笼罩 ， 需合理安排

出行计划， 注意出行安全。

今天， 我省

81

个县市雾气弥漫，

阳光再度登场。 省气象台今日

6

时连

续发布两个大雾橙色预警信号 ， 由

于前期空气湿度较大 ， 天气转晴后

产生辐射雾 ， 张家界 、 自治州 、 娄

底、 常德 、 衡阳及怀化南部的部分

地区共

40

个县市出现浓雾， 而长沙、

岳阳 、 益阳 、 株洲等

41

个县市也是

轻雾缭绕 。 近期大雾频频现身 ， 提

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元旦假期天

气消息称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

日受到

低槽东移的影响，全省有一次小到中

雨过程，由于是暖区降水 ，气温变化

不明显；

3

日阳光重现，气温回升。

雨水将拉开新年气象序幕

碰

邮箱： xbjj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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