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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起建设法治中国的磅礴力量
省法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王乐泉徐守盛讲话 杜家毫出席 孙金龙主持

国内首个黑茶版权
300万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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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车株机创造中国范本

新华社评出

高端轨道交通装备大举出海

省纪委再通报
10起违反
作风规定案例

2014年
中国十佳运动员

新签订单金额193.978亿元人民币， 约占全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出口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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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长株潭试验区
两型社会建设
综合评价总指数为107.3

我省调整
2015年
最低工资标准

本 报 12 月 30 日 讯 （记 者 肖 建 生 通 讯 员 徐 林） 省
统计局今天发布消息， 2013年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建
设综合评价总指数为107.3， 标志着长株潭试验区全面深
化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全面进入纵深推进阶段。
通过多指标综合加权计算，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和
经济社会3个评价领域发展水平比上年均有提高。 其中：
经济社会领域指数在3个领域中最高， 为114.9， 对总指
数提升贡献4.45个百分点； 资源节约领域指数为104.2，
对总指数提升贡献1.24个百分点； 环境友好领域指数为
104.1， 对总指数提升贡献1.64个百分点。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省两型管委会、
省统计局与省直相关部门共同制定， 该指标体系包含资
源节约、 环境友好、 经济社会3大领域， 共39个具体指
标。 通过多指标综合加权计算。 在已进行评价的36个指
标中,2013年与2012年相比有28个指标的发展指数呈正
向发展， 有7个指标的发展指数呈逆向发展， 1个指标与
上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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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航失联客机
残骸确认“现身”
17 版

12 月 30 日， 临武县解放路， 小调艺术团在巡街演出临武小调 《打金枝》。 连日来， 该县组织 36 个民间艺术团体， 精心编排
了 72 台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节目， 在各乡村、 街道社区义务展演， 迎接新年的到来。
陈卫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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