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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赵昱宇）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渣土管理处了解到， 长沙市的新型渣
土车车辆技术标准已经确定： 车身白
配绿、 发动机电脑芯片控制 、 装载
平推式密闭环保顶盖……500台新型
渣土车今年5月将在划定城区上路。

长沙市现有2500多台在编渣土运
输车辆， 受利益驱动， 一些渣土车堆
装超载、 破坏路面、 抛洒严重， 还存
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虽然装置了
GPS， 但是由于可随意拆卸， GPS功
能形同虚设。” 长沙市渣土管理处主

任赵向东介绍， 由于没有有效管控手
段， 目前在编渣土运输车辆有1000余
台出现脱管， 成了“黑头车”。

“此次渣土车的‘升级改造’，
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 从
车辆装备源头上解决超载超重、 堆装
撒漏、 车体不密闭等问题。” 赵向东
表示， 新型渣土车除了在外观升级
外， 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智能管控系
统， 这个车载北斗装置可谓作用多
多： 如果渣土车想超载， 车顶盖未
密闭到位， 车辆只能缓慢移动； 设定
每一台车的卸料区域， 只有在指定的

区域内， 重载车货箱才能抬起来卸
料， 今后随意乱倒渣土的现象将杜
绝； 车辆办理核准运输证后， 运输线
路自动输入车载北斗终端， 一旦行驶
中离开指定线路， 会发出语音提示，
行驶速度自动受限， 回到正确线路后
才能恢复正常行驶。

经过半年努力， 两台新型渣土车
的样车已经生产出来， 并已在长沙的
工地上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功能测试和
可靠性实验。 今年2月底， 新型渣土
车将正式定型生产。

长沙“寻找”
优秀创业青年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王茜） 为彰

显优秀创业青年的榜样力量， 带动新一轮
创业热潮， 1月11日下午， 长沙市“寻找
2013年度优秀创业青年” 活动启动。

活动由长沙市创业办和市青年创业者
商会联合举办。 主办方负责人说， 青年创
业者代表着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未来。 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 寻找、 发现、 展示和传
播“优秀创业青年” 的榜样力量， 引导青
年对自身职业规划和创业实践进行思考，
激发创业热情， 实现创业梦想。

寻找对象为在长沙工作、 学习和生活
的青年创业者， 包括已创办实体并取得优
良业绩的企业经营者和屡败屡战、 不言放
弃的草根创业者。 活动期间， 主办方请行
业代表、 媒体记者及广大市民寻访、 推荐
身边优秀创业青年， 同时也接受自荐。 将
通过单位投票、 群众投票、 评委投票， 评
选出“长沙市优秀创业青年” 和“长沙市
十佳创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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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谢忠东

1月6日上午， 走出省就业公共服务
大厅， 株洲立风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负责
人彭宇程的手上多了一张现金转账单，
等候在门口的合伙人， 惊喜地拿过回单
看了又看。10分钟后，1.7万元岗位补贴
交到了他们手里。

这是我省实施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
和中小微型企业吸纳就业若干举措以
来，又一家企业享受到一次性岗位补贴。
2013年以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通过政策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就业全程
帮扶等方式，助推全省就业工作从“数量
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变。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党组
书记、厅长胡伯俊介绍，2013年，全省新
增城镇就业， 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
再就业等均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 全省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84%， 城镇登
记失业率3.91%，低于全国4.1%的水平。

新政照亮就业路

2012年6月，彭宇程从中南大学工业
设计专业毕业后，召集几个同学，回到家

乡株洲创办了立风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凭借
良好的信誉和设计理念， 小公司获得了不少
大企业的订单。

2013年10月，在全省高校毕业生专场招
聘会上，彭宇程的公司签下了17名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 由于符合2013年7月我省出台的
《关于鼓励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微型
企业吸纳就业若干措施》， 彭宇程的公司获
得了一次性岗位补贴、贷款及贴息等系列扶
持。

至2013年底， 全省已有1000余家企业
享受了这项政策扶持， 惠及劳动者10万人
次，支出就业资金1.83亿元。

新政照亮就业路。2013年， 针对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省人社厅联合有关单位，制定
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8条举措，
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专题发布会，启动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实施
纯农户家庭未就业毕业生动态清零工程，狠
抓就业实名制登记。 仅纯农户家庭一项，全
省就有8059名纯农户家庭毕业生获得了动
态就业援助。

50余万人次“持证上岗”

“做梦都没想到，能拿到政府颁发的高

级评估师证书。”在长沙打工的6年里，益
阳小伙刘青新先在修车行当了两年学
徒，学到了“听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汽车
跑了多少公里”的本领后，他投身二手车
鉴定评估行业。

近年来， 省人社厅启动新职业标准
开发和试验性鉴定， 包括二手车鉴定评
估师、典当业务员、手绣制作工等10多
个新职业， 通过鉴定的劳动者可获得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开始“持证上岗”的就
业新生活。

2013年，全省共组织鉴定61.44万人
次，取证办结51.25万人次。其中国家职
业资格三级（高级工）以上鉴定12.1万人
次，取证办结8.65万人次。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宋宏
说：“职业鉴定给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最
大的认可， 让他们找到了职业成就感和
自豪感。”

“定制式”就业服务一路呵护

“你好， 我想找一份销售工作。”
“请将您的简历、首选工作地、薪资预
期等发至邮箱， 我们会从信息库中为
您筛选适合的岗位。”……

这是中国湖南人才市场人才服务
QQ群中，每天都会进行的对话。作为直
面求职者、用工企业的服务机构，该市场
把新媒体技术引入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我的工作是对各类岗位信息进行
系统分类，与简历进行匹配，再将双方的
信息彼此互发。”该市场工作人员李怡然
告诉记者，从2013年4月开始，每场招聘
会现场都新设了求职者服务中心，40多
名专职服务人员，同时身兼30个人才服
务QQ群的管理员。开通市场服务官方微
博，上线服务手机客户端，就业岗位、扶
持创业新政策等信息都能第一时间传
递。

2013年，中国湖南人才市场共举办
现场人才招聘活动180余场， 服务用人
单位8800余家，网上人才交流服务会员
企业1.81万家，人才库简历累计达126万
份。市场还发放跟踪服务卡8万多张，求
职者和企业都能享受到“定制式”就业服
务。

建行“跨界”进军电商
湖南已有近千名商户入驻“善融商务”平台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胡信松 通讯员 谭
建衡） 春节临近， 淘宝、 京东等多家电商网站的年货促
销大战已经“开打”， 建行电商平台也宣布加入这一竞
争行列。 记者今天从建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建行“善融
商务” 从本月启动系列优惠活动， 每天上午10点推出
年货“限时抢购”。

银行也上网卖年货？ 在阿里巴巴涉足金融之后，
“银行系电商” 已渐成规模， 电商与金融正全面渗透、
融合。 建行作为率先跨界进军电商的大型国有银行， 于
2012年6月搭建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善融商务” 平台，
涵盖商品批发、 商品零售和房屋交易等领域。 最新数据
显示， 该平台已入驻商户3万多家， 去年一年成交额达
277亿元。 目前， 湖南地区已有快乐购、 金健米业等近
千家知名商户入驻“善融商务” 平台， 去年成交额突破
8亿元。

国内主流电商平台规模已经很大， 普遍依靠对入驻
商户收取店铺租金、 交易佣金等盈利。 对此， 建行扬长
避短， “善融商务” 平台采取“店铺租金免费、 支付结
算手续费优惠” 等政策， 瞄准的是企业和消费者的金融
需求。 省建行电子银行部负责人介绍， 该平台提供从支
付结算、 托管、 担保到融资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以支付
结算为例， 提供普通支付、 贷款支付、 信用卡分期以及
组合支付等多种方式， 满足个性化的支付需求。 针对企
业客户， 还将电票、 承兑汇票等传统企业支付方式

“搬” 到网上， 打破了交易壁垒。
据了解， “善融商务” 实现了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

的深度融合， 依托庞大的实体网点资源， 掌握第一手企
业资料， 建行一方面促成这些优质企业上线“善融商
务” 平台， 有效服务消费者， 实现商户和交易额“量”
的提升。 另一方面， 统筹该平台上的资金流、 物流等信
息， 作为信用指数参考， 精准对接不同企业的融资需
求， 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 去年9月， 省建行“借贷
通” 业务上线推广， 到年底共通过“善融商务” 平台累
计投放助业贷款262笔、 金额2.78亿元， 在建行全国系
统排名第三。

从“数量就业”到“素质就业”
———我省就业工作实现新转变

1月11日上午，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在长江城陵矶段察看， 发现某国企排污口直排浑黄的、 有异味的污水。 志
愿者熊珈、 吴亚洲当即取样送检。 本报记者 徐亚平 摄

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回头看”

姜畲镇变干净了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苏莉） 一个

多月前这里还随处可见垃圾， 如今房前屋
后变得干干净净。 1月10日下午， “三湘
农民健康行” 活动组委会在农村环境卫生
整治“回头看” 活动中， 对湘潭市雨湖区
姜畲镇泉塘子村的变化给予肯定。

2013年“三湘农民健康行” 的主题
是“积极推进乡村环境卫生工作， 为农民
健康创造良好条件”。 为推动活动的深入
开展， 2013年11月15日至17日， 省人大
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和部分在湘
全国人大代表、 省人大代表， 就爱国卫生
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赴衡阳、 湘潭，
开展明察暗访。 视察组发现， 部分农村地
区“脏乱差” 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存
在垃圾随意倾倒、 污水随意排放， 饮水卫
生不达标， 没有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等问
题。 视察组对具体问题向两市政府进行了
交办。

时隔1个多月， 整改情况如何？ 10日
下午，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组织“三湘
农民健康行” 部分成员单位， 再次走进湘
潭市姜畲镇开展“回头看” 活动。 经过1
个多月的整改， 姜畲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在姜畲镇镇政府所在地， 门口堆
积如山的垃圾已经消失， 原本简陋的旱厕
已经被推翻， 一栋新的无害化卫生厕所正
在建设中。 在泉塘子村， 原本堆满垃圾的
水塘已经清理完毕， 村民家中的废水处理
系统安装到位。

长沙渣土车“升级换代”
500台新车将在5月“上岗”

在建水利项目
可视频监控

本报1月12日讯 (通讯员 陈昕怡 记者 柳德新 )湖
南省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公司经常参加水利项目投标， 但
最近一个多月来， 各项投标费用大幅降低。 1月10日，
公司董事长徐和平告诉记者， 省水利厅推行电子招投标
系统后， 投标单位可在网上直接下载相关招投标文件，
进行网上在线招投标， 节约了标书制作、 差旅费等大量
成本。

我省创新水利项目监管手段， 有效遏制出借资质、
挂靠转包等现象。

创新招标方式， 探索电子招投标系统。 去年下半
年， 省水利厅开发出湖南省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 并将市场主体信用档案应用于招投标平台。
2013年12月1日起， 电子招投标系统在全省范围内投入
试运行， 可为招标人、 招标代理、 行政监督部门提供招
标公告、 中标候选人公示、 中标结果公告和网上随机抽
取评标专家等服务， 为投标人提供招标信息查询、 网上
报名和网上下载招标文件、 招标补充通知和招标文件澄
清函等服务。 目前， 中央和省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
水利项目全部进入该系统进行招标投标。

成功运行在建项目视频监控系统。 省水利厅与中国
电信湖南分公司合作， 开发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视频监
控系统， 并要求各参建方指定人员每日必须上传现场施
工图像及本人现场视频， 由省水利厅建管处统一考勤，
对考勤不到位的参建人员进行警告、 约谈， 并与参建单
位的信用信息挂钩， 确保了施工质量和进度。

建立预选承包商制度， 全面应用市场主体单位信用
信息。 建立政府投资水利工程预选承包商名录， 将有意
参与我省政府投资水利工程建设且综合实力、 诚信意识
和社会责任强的企业纳入预选承包商名录， 并对其实行
动态管理。 从去年7月1日起， 我省在水利建设活动中全
面应用市场主体单位信用信息， 并将投标人信用信息作
为评标的重要依据。 守信者可优先晋升资质等级， 失信
者将失去承接政府投资水利工程的机会。 如今， 河南省
中原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等17家单位因有不良行为被
记入信用档案。

长沙将建
大型“职工之家”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谢媛 姜国） 记者今天从长沙经开区了
解到， 长沙经开区将建设一个使用面积超
10万平方米的大型“职工之家”， 为12万
园区产业工人提供一个集休闲娱乐、 阅读
锻炼、 维权帮扶于一体的温馨“家园”。

长沙经开区“职工之家” 位于人民东
路以北、 映霞路以南， 毗邻即将建设的工
程机械交易展示中心， 拥有便利的交通环
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 项目占地面积220
亩， 总投资约5亿元， 预计2年内可投入
使用。

1月10日， 长沙市望城区的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为市民义
务书写春联。 当天， 该区举办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暨
“三下乡” 活动。

本报记者 徐行 谢璐 摄影报道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1 月 12日

第 2014012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00 1000 100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408 160 225280

3 8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1月12日 第201400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372443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7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9383724
3 51238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73
53350

1202881
9154805

31
1753
37733
293125

3000
200
10
5

23 27 32 331815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