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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淦璋

从一开始被当作奇装异服， 到逐渐
为大众所接受，“汉服热”愈发升温。刚刚
过去的中秋节小长假，在长沙五一商圈、
成都锦里、杭州西湖等“网红打卡地”，大
规模的“汉服拜月祭”等活动不断上演；
央视财经频道聚焦这个10亿元体量的新
兴产业， 总部位于长沙的知名古装摄影
品牌盘子女人坊也宣布， 正式进军汉服
市场。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汉服这一“小
众爱好”放大为消费热点？

有别于西服革履的现代感， 汉服
凝结着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千年的美学
内涵 。 在盘子女人坊董事长杨健看
来，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民族自信的提
升 ， 传统文化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
也让企业投资开发这一领域更有信
心。

年轻人敢想敢买，对特色化、个性
化商品需求强烈， 成为汉服消费的主

力军。汉服的包容性很强，可以与书法、
茶道、古琴等结合，加上微博、微信、抖
音的“裂变式”传播，汉服为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所喜爱。 天猫发布的《2018汉服
消费人群报告》 显示，“90后”“00后”占
据汉服消费的一半以上。 据估算，2018
年整个汉服产业规模达到10.87亿元 ，
且还在快速扩容中。

汉服的产业链条很长， 能够形成一
定的规模效益。 有汉服爱好者告诉笔者，
通过穿汉服，生活多了一份仪式感，汉服
本身花钱只是开始， 还有头饰、 披帛、纸
伞、鞋子等周边物品也不能落下。 仅头饰
一类，就有发冠、发簪、发钗、发带、步摇等
各种选择。而集中于景点周边，汉服租赁、
汉服妆造、 汉服约拍等衍生产业也发展
红火。

当然，什么是真正的汉服，怎样穿
戴最符合礼仪？围绕“汉服热”引发的争
议也不少。但“汉服热”顺应了消费升级
和消费个性化的大趋势，如何掘金这一
新兴产业，还有大量文章可做。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向菲）北斗开放实验室、武汉大
学、 国防科技大学17日在长沙分别发
布了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北斗掌上实
验室APP、北斗精密定位APP及智能机
器人足球仿真赛平台三项代码资源，
助推北斗应用产业打通“最后一公里”，
培育北斗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

“今天发布的资源把手机作为一个
研究开发平台，基于这个平台可以衍生开
发很多以前没打通的应用场景。 ”资源发
布方工作人员介绍，北斗掌上实验室APP
是国内北斗领域首款对大众开放的安卓
应用软件， 既可作为高校辅助教学与科
研平台，也可广泛应用在数字移动、信息
安全、 测量测绘与智慧城市管理等场景
中。北斗精密定位APP由武汉大学发布，
可通过安卓智能终端的原始观测值与广
播星历的解码与获取，并与IGMAS提供
的高精度超快速产品相结合， 运用自主

编写单点算法进行位置解算， 为用户提
供米级精度的位置信息， 进而增强卫星
导航定位服务能力。 智能机器人足球仿
真赛平台由国防科技大学发布， 是一款
高仿真度的三维比赛平台， 具有可控性
好、无破坏、可重复使用且不受硬件条件
和场地环境限制的优势， 通过该平台能
够对机器人导航算法和群体智能算法进
行测试评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对抗性
竞赛中的应用。

为推动北斗技术与智能无人系统
的深度融合，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湖南湘江智能科
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长沙北斗产业安
全技术研究院今天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启动北斗可信导航与增强应用示范
项目合作，重点在智慧公交、智慧交通、
室内空间位置服务、测绘勘探、应急救
援、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北斗应用
示范。

谈经论市

“汉服热”背后的经济账

三项“北斗+”代码资源发布
助力北斗应用打通“最后一公里”，培育北斗

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记者今天从省
人社厅了解到，省人社厅于日前发布
《关于湖南省2019年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我省
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

《通知》称，经湖南省人民政府
同意，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
案，我省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
全日制劳动者） 档次调整为：1700
元 /月 、1540元 /月 、1380元 /月 、
1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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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元 /小时、15元 /小时、
13.5元/小时、12.5元/小时。 适用时
间从2019年10月1日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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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省厅备案。

据了解， 我省最低工资标准根
据2006年公布的《湖南省最低工资
规定》来调整，每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日前，经省政府同意，省人社厅发布《关于
湖南省2019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提高，适用
于哪些劳动者，劳动者能得到哪些实惠？ 用人单
位应该注意什么？ 9月18日，记者为此专访了省
人社厅负责人。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者能
得到哪些实惠？

近年来，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

省人社厅负责人介绍， 根据《最低工资规
定》（原劳动保障部令）第三条规定，最低工资标
准， 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订立的
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
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 劳动者依
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
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
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期间， 视为
提供了正常劳动。

最低工资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
制度，对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权益，规范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行为， 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部分企业职工工资会
提高， 主要是部分制造业、 零售业、 服务业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中， 初入职员工、 低技能员工
和辅助岗位员工， 其他收入较低的劳动者工资
也会相应提高。 随着工资的增长， 加班费标准
也应当相应提高。 另外， 与最低工资标准相关
的待遇， 如病假待遇、 基本生活费等也会相应
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我省境内的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
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此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月最低工资标准
分为四档，分别是：1700元/月、1540元/月、1380
元/月、1220元/月；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是四
档：17元/小时、15元/小时、13.5元/小时、12.5元/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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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省厅备案。

据介绍，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
业劳动者，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
就业劳动者。 根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非全日
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
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
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

省人社厅负责人介绍， 此次调整最低工资
标准，主要考虑有三方面：一是考虑我省2018年
的GDP和物价指数的增长水平。 2018年我省
GDP的增幅为7.8%，物价指数增幅为2%。 二是
考虑企业承受能力。 目前企业支付劳动者的实
际工资虽然都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但很多中小
型非公有制企业是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劳动
者的基本工资和测算企业用工成本， 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势必增加企业用工成本。 为切实落实
中央关于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减轻负担的要求，
这次最高档调整幅度控制在8%以内。 三是参考
最低工资标准的评估情况。 今年6月初，在全省
开展了最低工资标准评估， 综合企业和劳动者
反馈情况， 对201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
控制在8%以内，高于近两年的物价指数。

此外，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及有关规定，用

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不包括下列各
项：(一)加班加点工资；(二)中班、夜班、高温、低
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
津贴；(三)用人单位通过贴补伙食、住房等支付
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四)用人单位依法为
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五) 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的福
利待遇。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提
供了正常劳动的，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
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实行计件工资、 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
人单位，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并确定
合理的计件(提成)工资标准和计算办法，支付给
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会受到
什么处罚？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
关系着广大劳动者，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
利益。 省人社厅负责人表示，为保证调整后的最
低工资标准落到实处， 各级人社部门和相关部
门除了积极做好宣传和政策咨询工作， 还将加
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 督促检查用人单位严格
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并通过设立投诉举报
电话， 公开投诉信息网络、 设置举报信箱等方
式，及时受理劳动者投诉。

若发现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 克扣或者拖
欠劳动者工资， 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的， 要按照相关规定， 责令用人单位
限期向劳动者支付差额部分的工资； 逾期不支
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
以下的标准，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拒不支付
的， 按照 《湖南省最低工资规定》 第二十条规
定， 对用人单位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
款。

湖南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2019年10月1日开始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需要了解的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