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7日讯 今日下
午，“魅力湘西文化论坛”在张家
界《魅力湘西》剧场开启，文化部
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蒙在论坛上开讲“中国文化的
天人合一”，著名作家黄晓阳，何
立伟担任首场嘉宾，探讨湘西文
化和湖湘文化。

王蒙分别从文化取法自然，
不能破外天地；仁者乐山，山高

雄伟，清高超越；知者乐水，水博
大幽深，利万物而不争；文学艺
术让山水增加魅力四个方面，阐
述天人合一。

截至目前，《魅力湘西》接待
中外游客1100多万人次，先后获
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
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中国文
化品牌三十强。

■记者 张文杰

“魅力湘西文化论坛"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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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7日讯 今天下
午， 备受关注的湖南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调薪方案终于正式出
台。记者从湖南省人社厅了解到，
从2014年10月1日起， 湖南调整
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和机关工人
技术等级(岗位)工资标准，同时将
部分规范津贴补贴纳入基本工资
和技术等级(岗位)工资。部分规范
津贴补贴纳入基本工资后， 规范
津贴补贴标准相应减少。 各级人
民政府严格按纳入基本工资后剩
余的额度制定规范津贴补贴标
准。目前相关文件已下发。

公务员：
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均上调

据了解，公务员职务工资标
准由现行的340元至4000元分
别提高到510元至5250元；级别
工资各级别起点标准由现行的
290元至3020元分别提高到810
元至6135元，其他各级别工资档
次标准相应提高。

同时，适当提高直接从各类
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公务员试
用期工资标准。提高后的试用期
月工资标准为，初中毕业生1190
元，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1220元， 大学专科毕业生1345
元， 大学本科毕业生1390元，获
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
生(含学制为六年以上的大学本
科毕业生)、 研究生班毕业和未
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435元，
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580元，
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1720元。

适当提高新参加工作的工
人学徒期、 熟练期工资待遇。提
高后的月工资标准为：初中毕业
生1190元，高中 (中专 )毕业生
1220元， 大学专科毕业生1345
元，大学本科毕业生1390元。

事业单位：
部分绩效纳入基本工资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

资标准也从2014年10月1日起
同步调整，同时将部分绩效工资
纳入基本工资；个别没有实施绩
效工资的，从应纳入绩效工资的
项目中纳入。部分绩效工资纳入
基本工资后，绩效工资水平相应
减少。

调整后的岗位工资标准，专
业技术人员由现行的550元至
2800元分别提高到1150元至
3810元，管理人员由现行的550
元至2750元分别提高到1150元
至3770元，工人由现行的540元
至830元分别提高到1130元至
1640元；薪级工资标准，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人员由现行的80元
至2600元分别提高到170元至
5795元， 工人由现行的70元至
915元分别提高到150元至1855
元。

同时，适当提高直接从各类
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见习期和初期工资标
准。提高后的月标准为：初中毕
业生1190元，高中、中等专业学
校毕业生1220元，大学专科毕业
生 1345元， 大学本科毕业生
1390元，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
本科毕业生(含学制为六年以上
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研究生班
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
生1435元，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
生1580元，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
生1720元。

适当提高新参加工作的工
人学徒期、 熟练期工资待遇。提
高后的月工资待遇为：初中毕业
生1190元，高中 (中专 )毕业生
1220元， 大学专科毕业生1345
元， 大学本科毕业生1390元。中
小学教师、护士的岗位工资和薪
级工资标准，按调整后的基本工
资标准提高10%。具体按国家文
件规定的范围执行。

此外，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
费同步增加， 最高可增加1400
元，最低增加260元。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李学芳 胡晓春

本报10月27日讯 “银
盆岭大桥引桥刚通车， 怎么
又封闭了。”这是不少市民今
天早上的疑问。今日下午，三
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政府
召开的银盆岭大桥东西引桥
加固工程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由于东西引桥是提前开
放，加之10月8日前连续三天
大雨导致桥面“白改黑”罩面
层施工受到影响， 因此在10

月27日至30日对银盆岭大桥
引桥采取交通全封闭施工。

市住建委副主任汤伟介
绍，银盆岭大桥引用的是超强
微薄桥面处理技术，一般要在
20℃以上才能施工铺路面，
“施工的设备是10月25日晚上
才运抵长沙的，在确定施工日
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查看了天
气预报后才决定采取交通全
封闭施工。” ■记者丁鹏志

湖南机关事业单位调薪方案出台

公务员职级工资上调，津补减少

从2006年至本轮调整前， 我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基本工资已8年未涨。此次公布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要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今后，湖
南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原则上每一年或两年调整一次。

今后公务员基本工资每年或每两年一调

新常态

连续大雨导致罩面层施工受影响

银盆岭东引桥又封闭
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怀化市编
办近日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芷江不
动产登记中心， 为县国土资源局
管理的副科级事业单位。 同时该
中心已基本完成了职责整合、机
构设置、人员编制划转、窗口建设
及登记发证信息平台部署测试
等，登记发证前期准备工作就绪，
这也正式标志着湖南第一家县级
不动产登记中心组建到位。

■记者 肖德军 通讯员 彭小云

我省首家县级不动产
登记中心组建到位

本报10月27日讯 今天下
午，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
面部署全省今冬明春消防安全工
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黄关春
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全省火灾形势通报， 截至
10月 15日， 今年共发生火灾
12045起，死亡59人，伤39人，直
接经济损失1.54亿元。

全省各行业、系统开展排查整
治， 推进尚未销案的141家重大火
灾隐患和59处区域性火灾隐患整
改。 ■记者黄娟通讯员吴丹王佳

全省推进141家
重大火患整改

本报10月27日讯 今日
上午， 开福区望麓园街道政
协委员工作站组织委员视察
荷花池社区整体提质改造工
程， 并与居民代表座谈收集
意见与建议。

一个小时的座谈会里，
六位居民代表共提出网线改
造等七个方面的问题。 望麓
园街道政协联络处主任彭英
明总结说， 去年社区提质改

造时未对内部进行改造，他
将把居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反馈到相关部门， 督促区政
府把责任落实。

“此次视察不仅是感受
开福区政府重点工程的显著
成果，也是对它进行挑刺，履
行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牵头
组织此次视察的雷晓芳委员
介绍。

■记者 叶子君

政协委员挑刺区重点工程链接新闻

湖南机关事业单位
调薪方案

本报10月27日讯 今天下
午， 湖湘大讲堂在毛泽东的母
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办
以“毛泽东的人格风范”为主题
的名家讲坛。 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政治学专家周发源激情评述

了毛泽东的非凡人格风范。
据悉，湖湘大讲堂自2011年

创办以来， 已经举办了200场精
彩演讲， 现场听众已突破10万
人，为三湘大地民众免费推出了
一道文化大餐。 ■记者 黄京

“湖湘大学堂”一师开讲

本报10月27日讯 10月
28日零时起至12月21日24
止，桐梓坡路（银盆南路-西
二环） 部分路面维修补损工
程将分为八个阶段进行占道

施工， 南、 北半幅分别施工
时， 将利用对面半幅道路双
向通行；路口以及小区、单位
出入口在22时至次日6时分
段施工，白天恢复正常交通。

桐梓坡路维补施工交通管制相关新闻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李学芳

施工时间和围挡范围
1、10月28日起至11月2日，占用银盆南路至岳华路南半幅路面
2、11月3日起至9日，占用银盆南路至岳华路北半幅路面
3、11月10日起至16日，占用岳华路至金星路南半幅路面
4、11月17日起至23日，占用岳华路至金星路北半幅路面
5、11月24日起至30日，占用金星路至望岳路南半幅路面
6、12月1日起至7日，占用金星路至望岳路北半幅路面
7、12月8日起至14日，占用望岳路至西二环南半幅路面
8、12月15日起至21日，占用望岳路至西二环北半幅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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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7日讯 记者今日
获悉，由湖南省商务厅支持，中国
烹饪协会和湖南省餐饮行业协会
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湘菜博览会
将于11月28日至30日在长沙举
行。本次博览会以“共建平台 传
承创新 抱团发展 合作共赢”为宗
旨， 全面地展示中国湘菜的魅力
与风采， 促进湘菜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和壮大。 ■记者 张文杰

首届中国湘菜博览会
将于11月举办

要快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