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等工作

简讯

2016年全省“春风行动”在长沙启动 重点帮扶贫困人口就业

招聘单位可到供需平台报名
本报2月22日讯 今天，由

省人社厅、 省扶贫办、 省总工
会、 省妇联联合举办的全省
2016年“春风行动”在长沙正
式启动，活动从2月中旬持续到
3月底，有转移就业、创业的农
村劳动者或招聘需求的各类用
人单位， 可到各地人社部门搭
建的供需平台报名。据介绍，今
年活动的重心将针对贫困人口
就业和培训需求， 帮扶他们找
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培训有技能的产业工人

截至去年底， 全省外出务
工总规模超过1500万人，年创
劳务总收入超过4000亿元，33
万农民工返乡创业， 带动了
165万人就业， 全省农村就业
局势保持稳定， 劳务经济已成
为我省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和
富民强省的重要举措。

在“十三五”时期，农民工融
入城市的速度将变得更快。使更
多农民工成为有技能的新型产

业工人和平等享受权益的新市
民，对于打好扶贫攻坚战、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

重点关注贫困人员就业

各地人社部门除了联合多
部门打击职业中介领域和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外，还
将重点关注贫困人员的就业需
求，以及相关的用工需求信息。

据省扶贫办统计，2015
年， 我省扶贫系统帮助4万名
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完成了职
业学历教育技能培训， 帮助
26.5万贫困对象参加了实用
技术培训。

在这些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中，人社部门将通过“农民工专
场招聘会”、“园区招聘会”、“送
岗位下乡”等招聘活动，为其解
决就业问题， 并重点引导他们
主动参加技能培训，做到“培训
一人、就业一人”，并落实好职
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政
策。 ■记者 杨昱 吕菊兰

本报2月22日讯 长沙市
交警支队今日公布， 自2月6日
起至今， 长沙交警部门共查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186
起。 对以上酒驾违法驾驶人处
罚款1000-2000元， 暂扣驾驶
证6个月，记12分。

2月13日下午3时许，望城
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
驾驶人在小区内与两名物业人
员发生纠纷， 将物业岗亭办公
室内设备砸坏， 致两名物业人

员受伤。
交警到达现场， 对当事人

吴某进行酒精测试， 测试结果
为 血 液 酒 精 浓 度
75.4mg/100ml， 涉嫌酒驾。因
驾驶人未随身携带驾驶证，交
警对其进行暂扣车辆处理，并
依法开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 并协调吴某与物
业公司达成设施损坏和保安人
员医疗赔偿协议。

■记者 黄娟

本报2月22日讯 元宵节一过，
意味着最后一波返程客流即将到
来。广铁集团今日发布消息，元宵节
当日共发送旅客90万人次，其中高铁
客流53万人次，占总客流的近6成。

据广铁集团预计，随着学生流、
务工流和探亲流的增加， 第二波返
程客流高峰将至。从23日起，将连续
5天迎来日均百万人次客流。为应对
客流高峰，23日起，湖南地区将增开
临客139.5对，其中普铁增开117对，
高铁增开22.5对。 ■记者 邓晶琎

本报2月22日讯 春节
刚过，喜讯传来，湖南省新宁
县正式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成为邵
阳市唯一一个创建单位。2月
21日， 记者从该县旅游部门
获悉，新宁县委、县人民政府
已明确2016年一号工程由
“崀山创5A”向创建“全域旅
游示范县”重心转移，并落实
了创建经费。

新宁境内旅游资源丰
富，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旅游
资源种类，崀山集奇、秀、险
于一身，被誉为“丹霞之魂，
国之瑰宝”， 是中国第八处、
湖南第二处世界自然遗产，
同时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
区。

近年来，新宁县在“旅游
立县”战略的推动下，旅游产
业蓬勃发展, 特别是2013年
列为全省文化旅游特色县域

经济重点县以来， 该县大力
推进文化旅游特色县重点项
目的建设， 加快了文化旅游
“二次创业”的步伐。随着各
项目的推进， 旅游基础设施
日趋完善， 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高。

据悉， 凡列入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名录的， 将优先
纳入中央和地方预算内投资
支持对象， 优先支持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 优先纳入旅游
投资优选项目名录， 优先安
排外交、宣传推广重点活动，
优先纳入国家改革创新试点
示范领域， 优先支持A级景
区等国家重点旅游品牌创
建，优先安排旅游人才培训，
优先列入国家旅游局重点联
系区域。

■通讯员 杨坚 黄艳玲
记者 陈志强 陆益平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本报2月22日讯 今天
下午， 省长杜家毫主持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化解
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加
快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加强
食品药品安全和法律援助等
工作。

有力有效推进
我省重大项目建设

会议认为， 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化解钢铁煤炭
行业过剩产能， 是我省适应
新常态、 树立新理念的具体
举措， 也是今年深化改革的
重头戏。要抓住国家化解钢
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政
策机遇， 结合省情实际，加
紧制定出台相关具体实施
方案，明确目标任务，确保
新、旧政策的接续性，争取
早出成效。 要坚持多措并
举，创新体制机制，把化解
过剩落后产能与加快企业
转型升级、淘汰关闭和兼并
重组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
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促进我
省钢铁、煤炭产业向效益更
好、质量更优、安全系数更
高的方向发展。

会议指出， 建立省政府
领导对口联系重点产业项目
联席会议制度， 是稳增长促
发展、 点对点服务企业的务
实之举。 要将这一制度坚持
好、发挥好，主动认领2016年
度第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单
子， 及早谋划和精心挑选下
一批联系项目， 有力有效推
进我省重大项目建设， 不断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把法律援助纳入
党的群众工作范围

会议强调， 食品药品安
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生命安全以及社会和
谐稳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
关于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认真落实“党政同
责”，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建
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各
环节的监管制度，严把从农
田到餐桌、实验室到医院的
每一道防线，努力做到责任
到位、监管到位、保障到位，
确保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用药安全。

会议讨论了《关于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加
强组织领导， 把法律援助工
作纳入党的群众工作范围，
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为民办实事和民生工程，进
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扩
大法律援助范围， 在积极开
展法律援助过程中发挥好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保证广
大人民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或
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
效的法律帮助。

会议讨论了《湖南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
（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 会议还原则通过
了《湖南省信访事项复查复
核办法（草案）》、《湖南省行
政执法监督办法（草案）》、
《湖南省实际居住人口登记
和服务规定（草案）》。

新宁县成为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今起将迎百万客流
湖南增开临客139.5对

本报2月22日讯 记者今天从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获悉， 因电路计
划检修等原因，2月24日早上7点至
晚上8点，长沙石段变316机场基地
线、合丰变336花侯线、霞凝变348
镁厂线等多条线路计划停电。

据了解， 计划停电影响范围包
括：雨花区的黄兴大桥基建、红旗路
口高架桥基建、 火车南站站前东广
场1号基建、杭长客专湖南站房长沙
南站2号基建、东山村西二组、东山
村西一组、东山村黄兴华、火车南站
站前东广场2号基建、和平闸、排积
站、东山村渔场、厂禾场组、渔场侯
照组、中铁十六局磁悬浮花侯路段；
开福区的柒家湖泵站和浏阳市的永
安镇、永安产业园纬三路、机场后勤
基地、天宏泵业公司、博利达公司、
海洋胶囊公司。 ■记者 肖德军

长沙三条线路
明日停电13小时

春节期间长沙查处酒驾司机1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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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元宵节，张家界武陵源喜降春雪。在黄石寨景区，野生猕猴或在
雪中追逐戏闹，或在树枝攀爬跳跃，成为武陵源的一道风景。 吴勇兵 摄元宵降雪 金猴闹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