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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 记者今天从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 我省将于
2015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即从2015

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我省月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
档次调整为1390元／月、1250元／月、
1130元／月、1030元／月；我省小时最

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
档次调整为13.5元／小时、11.9元／小
时、11.4元／小时、10.7元／小时。

据了解， 我省最低工资标准包括

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费，
各市州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本地区适
用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并报省人社厅备案。

本报12月3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今天，记者从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获知，2015年1月1日起，中
国将从欧盟普惠制“毕业”，所有产品都
不再享受普惠制优惠待遇。 由于普惠制
证书平均能给企业带来5%的关税减免，
因此，我省出口欧盟国家的企业明年可

能增加约2000万美元的关税成本。
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

家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普遍的、 非歧视
的、非互惠的一种关税优惠制度。 欧盟
自1971年开始出台普惠制方案， 根据
方案，我国在向欧盟出口某些产品时会
被征收比最惠国税率更低的进口关税。

欧盟对普惠制实施“毕业机制”。当
受惠国连续三年被世界银行认定为高
收入，或中高收入国家时，欧盟会将这
个受惠国“毕业”，使其不再享受普惠制
待遇。 为便于企业接受，“被毕业”的国
家有1年过渡期。 资料显示， 世界银行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于2011年、2012年

和2013年把中国归类为高收入或中高
等收入国家。

2014年，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签发输欧盟普惠制证书近万份，货值超
过3亿美元， 为出口企业减免关税约
2000万美元。 随着“中国毕业”，这笔关
税成本将由企业承担。

看准啰
江西“瑞丰”猪肉买不得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贺佳玉）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日前就江西部分病死猪肉的市场清
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求各地凡是发现标有江西“瑞
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肉及制品,一律就地封存，
依法处理。

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江西省高安市等地部分
病死猪肉销往广东、湖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
7省市。此事引起了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高度重视，
当晚，在吴公平副局长指挥下，第一时间部署问题猪肉
产品的市场清查。28日下发了《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对江西问题猪肉制品开展市场清查的紧急
通知》，要求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食品生产、流通和
餐饮环节全面排查，凡是发现标有江西“瑞丰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猪肉及制品,一律停止销售，就地封存，依
法处理。 同时要求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结合元旦、春
节节日市场监管要求，开展肉制品市场专项整治，严厉
打击制售病死猪肉、使用来源不明、无“两证”、“两章”肉
及肉制品的违法行为，与此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妥善应
对突发事件，切实保障肉及肉制品市场消费安全。

省食药监局将与国家食药总局和江西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获取江西问题猪肉产品流
向的具体线索。 市民若发现涉嫌加工销售病死猪肉及
江西“瑞丰食品有限公司”猪肉产品的线索，请拨打食
品药品安全举报投诉热线12331。

■链接

五招教你识别病死猪肉
猪肉是我们常用到的一种肉类食材， 选购猪肉的

时候总是很担心，特别怕买到病死的猪肉。如何识别病
死猪肉呢？ 据专家介绍，识别病死猪肉有五大绝招。

一是看表皮。健康(健康食品)猪肉表皮无任何斑痕;
病死猪肉表皮上常有紫色出血斑点， 甚至出现暗红色
弥漫性出血，也有的会出现红色或黄色隆起疹块。

二闻气味。新鲜猪肉具有鲜猪肉正常的气味;变质猪肉
不论在肉的表层还是深层均有血腥味、腐臭味及其他异味。

三是看弹性。新鲜猪肉质地紧密富有弹性，用手指按
压凹陷后会立即复原; 变质猪肉由于自身被分解严重，组
织失去原有的弹性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腐烂， 用指头按压
后凹陷，不但不能复原，有时手指还可以把肉刺穿。

四是看脂肪。新鲜猪肉脂肪呈白色或乳白色，有光
泽;病死猪肉的脂肪呈红色、黄色或绿色等异常色泽。

五是看肌肉。健康猪的瘦肉一般为红色或淡红色，
光泽鲜艳，很少有液体流出;病死猪肉颜色发红发紫，无
光泽，挤压时有暗红色的血液渗出。

明年元旦期间
广铁客流将涨3成

岳阳增开3对临客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轶 石磊） 记

者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 12月31日至2015年1月3日， 广铁预
计发送旅客360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上涨近三成。

假日期间， 京广高铁将增开广州南至长沙南等方向共18
趟列车。 普铁方面， 将增开深圳至岳阳等22趟快速列车。

据广铁集团长沙车务段介绍， 元旦期间岳阳站将增开3对
临客列车， 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具体为： 岳阳到广州
K6503次， 2015年1月1日开行， 岳阳站18时发车； 岳阳到长
沙K6507次， 12月31日、 2015年1月1日、 3日开行， 岳阳站
15时50分发车； 岳阳到深圳K6513次， 2015年1月1日、 3日
开行， 岳阳站17时5分发车。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列车具体开行情况以车站广播公告
为准。

距离行人30米
开始减速

长沙推行公交车“礼让斑马线”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新 陈东风）

在斑马线前， 车慢一秒， 一个小小的细节， 也会让市民体会
城市的温暖。 从今天起， 长沙在全市公共客运行业启动“礼
让斑马线， 公交率先行” 活动， 要求全市公交车、 出租车驾
驶员执行礼让斑马线“321” 操作规则， 避让行人。

目前， 长沙市有4585台公交车、 7780台出租车， 日客流
量达到220万人次， 出行分担率约为36%， 公交和出租车成为
市民公共出行的主要方式。 此次启动“礼让斑马线， 公交率
先行” 活动，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全市公共客运行业驾驶
员， 认真执行礼让斑马线“321” 操作规程， 即： 斑马线上有
行人时， 车辆距斑马线30米时提前减速， 距斑马线20米时将
车速降至15公里/小时， 1-10米之内必须停车让行。

主管部门将通过智能调度平台实时监督和联动稽查人员
相结合的办法， 对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 礼让斑马线等相关
情况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纳入对公交企业和出租车企业的月
度服务质量考评。 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驾驶员将给予奖励，
对违反规定的驾驶员将通过批评或参加典训班等形式给予教
育和训诫。

公交车礼让斑马线， 湖南龙骧巴士有限责任公司已经率
先试行。 公司副总经理文建平介绍， 该公司1300多台公交车
往返一趟需要经过4800多次斑马线。 目前， 该公司已经在27
条营运线路安装了智能调度监控系统， 一旦驾驶员没有按照
相应的规范操作， 车厢内的语音提示系统就会提醒驾驶员减
速慢行， 而后台也会自动记录驾驶员操作情况， 公司根据没
有“礼让斑马线” 的次数核减驾驶员月度300元标准的“礼让
斑马线” 专项奖。

本报 12月 30日 讯 （记 者
陈 永刚 通讯员 陈新 朱建辉 ）
夜色中的湘江两岸今晚格外璀
璨迷人。 今天晚上，长沙市夜景
亮化工程正式亮灯，将为长沙市
民打造一幅繁花似锦的“夜长
沙”画卷。

晚上8时， 记者从潇湘中路
过橘子洲大桥再到湘江大道，远
眺湘江两岸， 长沙夜景美轮美
奂：万达广场通过智能控制将多
栋建筑贯穿联动，使其成为一个
巨大的信息播放载体，一幅幅流
动的画面成为长沙城市夜景中

的一大亮点；橘子洲头，一条长
达千米的巨龙彩灯点亮在江中，
颇有吞云吐雾之韵，让人叹为观
止；湘江上，游船逆江而上，橘子
洲大桥如同一条彩虹， 横跨江
面，倒映水中，杜甫江阁在深蓝
色的夜幕下熠熠生辉。

据了解，今年来，长沙市围
绕“一洲两岸”、“两纵两横”道路，
实施夜景亮化建设，形成了湘江
大道、三一大道、岳麓大道、五一
路、芙蓉路为重点的道路两厢楼
宇景观亮化特色，打造了裕湘纱
厂（湘江两岸）、北辰三角洲（两馆

一厅）、湘江东岸、橘子洲头、芙蓉
广场、银北跨线桥、杜甫江阁等新
景观，步行街商圈、袁家岭城市交
叉路口、 火车站广场等节点建设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市政府
投资建设的楼宇亮化设施240多
处，区政府投资建设的150多处，
社会单位自建的130处。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肖雄飞局
长介绍， 长沙夜景亮化工程在周
末和节假日夜晚“亮灯”，市民可
在夏天的19：30到22:30和冬天
的18:30至21:30欣赏美丽的长
沙夜景。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曦）
今天上午，省公安厅在怀化市公
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怀化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近日成功侦
破一起特大假航空发票案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7名， 收缴假发票
20万余份，为国家减少经济损失
数亿元。

7月16日， 省公安厅经侦总
队向怀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交
办一起制售假航空机票的线索
核查任务，要求怀化市公安局迅
速开展相关工作。该局迅速成立
专案组进行侦查， 在调查过程

中，警方发现一化名“刘某花”的
人负责联系从怀化将假机票销
往全国各地，并摸排核查出其真
实身份为戴某洪。

侦查中，警方发现戴某洪十
分谨慎，他将窝点选在怀化市城
郊，租用噪音较大的岩石加工厂
旁边的农民自建房，买来全套印
刷设备制造假《航空运输电子客
票行程单》，白天从不开门，坚持
单人独立造假以加强保密。他通
过QQ发布售假信息， 再以物流
快 递 的 方 式 售 货 ， 以 每 张
0.13-0.15元的价格，售出假机票

1100余万份， 票面金额高达220
亿元，辐射北京、浙江、安徽、云
南、 内蒙古等30个省市自治区。
房东周女士曾问过其从事何种
职业，都被其以合法印刷生意的
借口搪塞过去。

通过多次跨省取证，专案组
全面调取了快递物流公司的原
始单据、视频资料及其他相关大
量物流和资金流证据。8月22日，
专案民警雷霆出击，正在怀化市
郊窝点制假的戴某洪被现场抓
获，其余6名下线人员杜某化、叶
某全等人也陆续被抓捕归案。

利好，最低工资会涨
我省调整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

淡定，关税成本将增
中国从欧盟普惠制“毕业”，湘企与欧盟做生意或增2000万美元成本

本报 12月 30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一
声咳嗽， 突发下肢瘫痪， 这不是天方夜谭， 真实发生在金进
庭 （化名） 的身上。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人民医院获悉， 手术
后经过精心护理， 金进庭的双腿能够轻轻抬高， 知觉在逐渐
恢复。

金进庭今年50岁， 来自益阳沅江。 据他介绍， 因受凉后
有些感冒， 12月21日凌晨， 喉咙一痒， 咳嗽了一声， 随后肚
脐以下失去知觉， 双腿不能下床走路， 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没有好转， 怀疑“脑中风”， 于12月23日转
到湖南省人民医院。

医院的核磁共振显示， 他的第6、 7颈椎和第1胸椎椎间盘
重度突出、 脊髓硬膜囊明显受压， 后纵韧带增厚并椎管狭窄。
金进庭这才回忆起来， 之前有过肩背部疼痛， 但从未去医院
做过检查。

“突出的椎间盘髓核组织压迫神经， 导致了瘫痪。” 湖南
省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沈雄杰医师介绍， 对这种急
性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瘫痪， 手术越早， 康复的希望越大。 12
月25日， 该院脊柱外科主任刘向阳的医疗团队为金进庭行急
诊手术。

“中老年人及办公室职员、 电脑操作员、 会计、 司机等
群体， 是颈腰椎病的高发人员， 由于长期缺乏体育锻炼， 他
们的脊椎长时间承受着压力， 极易引起椎间盘退化及破坏。
打喷嚏、 剧烈咳嗽等动作会产生压力， 使已退化的椎间盘组
织挤出。” 刘向阳提醒说， 急性椎间盘突出临床上并不多见，
但有颈腰椎疾病的人群要特别注意， 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一声咳嗽，突发下肢瘫痪
原是急性椎间盘突出惹的祸

“夜长沙”掀起红盖头
省会夜景亮化工程正式“亮灯”

12月30日晚， 长沙市湘江东岸， 现代化的城市建筑绰约风姿， 变化各异的灯光交织出一幅美丽的星城
夜景。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假机票票面金额高达220亿元
我省破获一起特大假航空发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