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民俗闹元宵
2月18日，洞口县长塘瑶族乡老艾坪村，村民在表演“棕包脑”舞。当天，该县举行“非遗文化进村入户”民俗活动，喜庆元宵佳节。“棕包

脑”是一种古老的瑶族祭祀舞，因舞者用棕片包住脑袋而得名。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滕治中 摄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向行军）今天上午，湖南省侨联七届六次
全委会议在长沙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
2018年全省侨联系统共牵线搭桥引进侨港
澳资合同额200亿元。

2018年，全省各级侨联充分发挥独特优
势和作用，主动服务全省“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工作大局。着力打造“创业中华·兴业湖
南”经济科技工作品牌。利用“海外侨胞故乡
行”“侨商侨智聚三湘”等活动，邀请世界各
地侨胞回湘考察。去年全省各级侨联组织共
接待来湘考察访问的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
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学生等600余批7000多
人次。

省侨联与永州市政府共同举办了第十
二届湖南·阳明山“和”文化旅游节暨侨商侨
智永州行活动，现场成功签约项目7个，招商
金额72亿元。湘潭、永州、衡阳、常德等市侨
联分别牵线促成投资50亿元的湘潭铜锣湾
城市综合体项目、投资45亿元的宁远铜锣湾
广场项目、投资22亿元的衡东铜锣湾城市综
合体及文旅项目、 投资3.3亿元的常德创新
生物医药项目成功签约。

同时，省侨联广泛凝聚侨智。完成了省
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换届， 聘请海内外专
家123名，加强了侨界高端智库建设，促成
了一批高科技项目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入湘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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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黄婷婷）今
天，2019年湖南省“春风行动”启动仪式暨农
民工专场招聘会，在湖南长沙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举行。

本次“春风行动”以“促进转移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 。蓝思科技、比亚
迪等220家省内外知名企业，为现场农村
求职者提供文秘 、会计 、安保 、维修工、
生产普工、 家政等就业岗位1万余个，吸

引了来自长沙、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等多地求职者和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进场求职， 现场有1500余人与用人单
位达成就业意向。

招聘会现场设立了专门的政策咨询服
务台，向农村求职者提供劳动维权、医保、社
会保障、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咨询，免费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5000多份， 提供各类咨询服
务超过2400人次。

启动仪式后，麻阳苗族自治县、通道侗
族自治县、凤凰县、花垣县、龙山县分别与湖
南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现场签订了劳
务合作协议。

据了解，今年全省“春风行动”将持续到
3月15日，期间，各个市州都将组织“春风行
动”专场招聘会，满足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就
业创业需求，集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和返乡创业。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今天，2019年湖南省“春风行动”在长
沙举行启动仪式，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
脱贫攻坚”为主题，组织了农民工专场招
聘会，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和返
乡创业。

220家企业提供了文秘、会计、安保、维
修工、生产普工、家政等1万余个就业岗位。

企业目前招工情况如何？农民工找工作
有什么难处？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怎样找到
合适的工作？记者带着这些疑问来到招聘会
现场。

“只要企业积极出动，招工
便不难”

“您想找什么工作呢？”“来我们公司了
解一下吧！”

招聘会现场， 也不知是谁先带的头，企
业的招聘人员都没有“安分”地坐在招聘台
后等待求职者来咨询，而是纷纷出动，走到
会场中央，派发企业的岗位信息表，热心询
问经过的每一个求职者。

现在招工难吗？
伟创力（长沙）有限公司的招聘负责人

边发传单边回答：“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
难。”

难在哪里？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李晓

明告诉记者，随着我省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
快，各个市州都建了不少工厂，返乡的农民
工愿意在“家门口”就业，来长沙务工的人员
反倒有所减少；同时，上一代农民工已逐渐
离开工厂，新一代农民工愿意进厂当工人的
越来越少。

李晓明介绍， 蓝思科技目前需要招聘3
万至5万人，以产业工人居多。为解决招工问

题，今年各个市州乃至乡镇组织的“春风行
动”招聘会，公司都会前往招聘。

记者在现场发现，为帮助农村劳动力就
业，招聘会现场提供了大量安保、快递员、收
银员、服务员等基础岗位，需求人数多。

海底捞在现场招聘服务员、传菜员和后
厨， 一上午和十几位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
招聘负责人彭震表示，远远不够，这些岗位
还有极大的空缺，多多益善。

但招聘人员依然充满信心，彭震说，现在
正值春招的好时机，求职者众多，招聘平台也
不少，“只要企业积极出动，招工便不难。”

“不包住宿，我们不来”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李晓
明介绍，工厂逐渐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企业
对员工的入职要求提升了，员工对企业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

朱国志和老伴这次专程从通道侗族自
治县结伴过来找工作， 夫妻俩年近50岁，过
去一直在家务农。朱国志说，今天来招聘会，
最大的困扰便是担心企业嫌他们年龄大。

夫妻俩不服气：“我们身体好着呢，比年
轻人还能吃苦能做事。”

记者观察了现场不少企业的招聘要求，
大多要求年龄在18岁到45岁。

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职业导师敬
晓青说，大多数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妇女
是在儿女外出读书或参加工作后才出来找
工作的，年龄偏大的问题，在农民工招聘中
普遍存在。

海底捞招聘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虽然他
们的招聘需求是45岁以下，但上午的十几位
求职者，年龄普遍在45岁到50岁之间，企业
只得放宽要求，将年龄限制提高到50岁。

不少农民工来自麻阳苗族自治县、花垣
县等地，其中一个求职者告诉记者：“不包住

宿，我们不来。”
在政策咨询服务台处，不少求职者在详

细咨询医保、社会保障等问题。
“90后”邵阳小伙蒋双燕，毕业后在珠海

工作了3年， 今年想回长沙找一份建筑施工
类的工作。他告诉记者，沿海地区的企业一
般会给员工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因此他在
求职过程中，也额外关注“五险一金”等福利
保障问题。

找准定位，可适当参加岗前培训

招聘会现场，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职业导师敬晓青的一个小本子上，记录着不
少求职者的求职需求。

“不少农民工缺乏工作经验，我可以帮
他们分析情况，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敬晓
青说。

敬晓青为农民工找工作给出了几点建
议：

年轻的求职者，切勿眼高手低，要找准
自己的定位， 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岗位做起；
同时，抓紧时间提升自身素养，学习专业技
能，考取行业内的资格证书。

年龄偏大的求职者，可以考虑家庭和个
人的实际情况，找离家近或者有吃、住等基
础保障的工作。

敬晓青还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没有
工作经验的农民工，可以先参加短期的岗前
培训。

在现场，记者询问了多家企业，绝大部
分企业都表示，会给农民工提供岗前培训。

湖南省金职伟业现代家庭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不仅会为没有任何
工作经验的农村妇女提供育婴、 保健等培
训，还会给有月嫂经验的求职者提供小儿推
拿等“进阶”培训，帮助农民工快速找到谋生
技能。

促进转移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

全省“春风行动”长沙启动
220家企业为农村求职者提供1万余个岗位，15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招工主动出击 求职挑挑选选
———2019年湖南省“春风行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见闻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张颐佳）今
天下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赴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研究所， 考察
国内首个“集成电路成套装备国产化集成及
验证平台”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耕“产
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以服务市
场主体为重点，聚焦智能装备、智能汽车、智
能终端和信息安全及自主可控等“三智一自
主”领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作为长沙“三智一自主”领域一张闪亮的
名片，四十八所核心业务包括集成电路设备、
太阳能光伏设备等。 胡衡华重点考察了其半

导体装备实验室、高端装备厂房等，对企业紧
盯大型高精尖母机设备、新材料等领域，努力
攻克国产集成电路装备及产业自主可控技术
瓶颈给予高度肯定。

胡衡华嘱咐企业进一步突出发展主业，
加快军民品分离步伐， 鼓励优势民品“走出
去”，同时在优化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他强调，相关部门要带着使命感、
荣誉感全力支持国家战略项目发展，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积极调动
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创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营
商环境，与企业一道加快推动项目建成。

抢占“三智一自主”产业发展制高点
胡衡华赴中国电科48所调研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刘文韬）今
天上午，省人大机关召开2019年度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强调， 要切实增强守底
线、防风险的政治责任感，深刻认识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面临的风险挑战， 着力提高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主持会议。
副主任杨维刚、向力力、周农，秘书长胡伯俊
出席会议。省纪委有关负责人到会指导。

刘莲玉指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
反腐败斗争，就是最重要的守底线、防风险；
守底线、防风险，最重要的是防治党内的腐
败和不正之风。省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

及机关干部要坚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
实增强守底线、防风险的政治责任感，抓紧
抓好省人大机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要
坚持把工作和自身摆进去，深刻认识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面临的风险挑战， 正确用权、
依法用权、严以用权，确保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权真正用来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
谋福祉、谋利益。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提高政治站位，完善防控机制，增强法治
意识， 着力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和
水平，掌握工作主动权。

会上，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
机构和办事机构的主要负责同志递交了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状。

着力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水平
省人大机关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去年牵线搭桥
引进侨港澳资合同额200亿

全省侨联系统广引侨资广聚侨智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春
节接近尾声， 各类生产经营单位陆续复工复
产，确保安全成为当务之急。今天，省安委办
发布《关于切实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复工复产前
必须做好“四项工作”，严厉查处盲目复工复
产行为。

通知强调的“四项工作”分别是:第一，生
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
别是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和安全监理等管理人
员，在复工复产前必须到岗到位，并周密制定
复工复产工作方案， 明确复工复产工作计划、
工作步骤、时间节点及自查自纠内容、防范措
施和责任人员，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必须最终经
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第二，开展复工
复产前安全检查， 重点排查假期停运设备设

施、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安全隐患，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严禁“带病”复工复产，高危行业企
业自查自纠后，还要自行检查验收，主要负责
人对自查自纠验收结果把关并签字确认。第
三，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针对节后新招、调岗职
工、 高危岗位和现场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提
高其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保护能力。 第四，强
化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动火等
特种作业审批制度，保障现场安全。

为确保“四项工作”落实到位，省安委办、
省应急管理厅牵头组织8个调研组，分赴各
市州，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 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节后复工复产
安全防范情况开展调研， 发现有责任不到
位、工作不落实、隐患不消除而擅自复工复
产的，要坚决实行“一案双查”，严肃追究相
关责任。

省安委办要求生产经营单位

复工复产前做好安全生产准备

一、“平安县 （市区）” 创建示范单位10
个：浏阳市、渌口区、韶山市、南岳区、新邵县、
武陵源区、永兴县、双牌县、通道侗族自治县、
泸溪县。

二、“平安乡镇（街道）”创建示范单位10
个：宁乡市沩山乡、天元区三门镇、大祥区罗
市镇、岳阳县长湖乡、安乡县安康乡、资阳区
茈湖口镇、慈利县零溪镇、桂东县东洛乡、道
县濂溪街道、龙山县民安街道。

三、“平安村 （社区）” 创建示范单位10
个：岳麓区西湖街道龙王港社区、湘潭县茶恩
寺镇茶恩村、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福社区、汨
罗市汨罗镇武夷山村、 津市市金鱼岭街道大
关山村、桃江县桃花江镇凤凰山社区、苏仙区
王仙岭街道锁石桥社区、 新晃侗族自治县晃
州镇龙溪社区、娄星区杉山镇万乐村、古丈县
默戎镇龙鼻嘴村。

四、“平安学校” 创建示范单位10个：中
南大学、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民族职
业学院、长沙市雅礼中学、邵东县第一中学、
华容县马鞍山实验学校、常德外国语学校、永
州市祁阳县长虹街道明德小学、 怀化市实验
学校、吉首市第八小学。

五、“平安医院” 创建示范单位10个：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株洲市
中心医院、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平江县第一
人民医院、石门县红十字会医院、益阳市中心
医院、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永州市第三人民
医院、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六、“平安企业” 创建示范单位10个：湖
南省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五矿二十
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贵德科技有限

公司、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湖南省湘诚物
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湖南艾
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自来水有限责
任公司、郴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七、“平安单位” 创建示范单位10个：长
沙海关、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长沙市芙
蓉区民政局、株洲市炎陵县信访局、衡阳市文
广新局、岳阳市气象局、邵阳市北塔区教育科
技局、张家界市桑植县国土资源局、益阳市公
安局朝阳分局、娄底市妇联。

八、“平安景区” 创建示范单位10个：长
沙市花明楼景区、株洲市炎帝陵景区、湘潭市
韶山旅游区、衡阳市南岳衡山旅游区、邵阳市
崀山旅游区、常德市桃花源景区、郴州市莽山
国家森林公园、永州市勾蓝瑶寨景区、怀化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娄底市
三联峒景区。

九、“平安交通” 创建示范单位10个：湖
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指挥监控中心、 株洲市交
通行政执法处、湘潭市交通运输局、衡阳市道
路运输管理处、 邵阳湘运集团洞口客运分公
司、 岳阳市云溪区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监管
中心、张家界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蓝山县公路局、沅陵县地方海事处、凤凰县交
通运输局。

十、“平安园区”创建示范单位10个：宁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株洲经济开发区、衡山工业
集中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阳长春经济
开发区、张家界经济开发区、江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娄底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泸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沙兆华）今
天，记者从省委政法工作会议上获悉，省委政
法委对浏阳市等100个全省2018年度“十大
平安”系列创建示范单位予以通报。

2018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关于平安建设的重大决
策部署，以“十大平安”系列创建为载体，深化
基层平安创建， 形成了一批具有创建引领作
用的示范单位。

2018年度全省“十大平安”
系列创建示范单位揭晓

■相关链接

2018年度全省“十大平安”
系列创建示范单位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