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9日讯 为贯
彻落实《反恐怖主义法》的颁
布实施，8月29日上午， 由省
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主办、
省公安厅反恐怖总队具体承
办的“湖南省《反恐怖主义
法》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正式
实施， 标志着我国反恐怖工
作有了重要法律依据。 宣传

周活动期间， 全省各地将通过
深入宣传《反恐怖主义法》，发
布“湖南反恐”微信公众号以及
湖南反恐卡通警察形象， 发放
《公民防范恐怖袭击手册》，公
布《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公民举
报暴力恐怖违法犯罪活动线索
奖励办法》，提升反恐专业能力
等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的活动。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我省发放“公民防恐手册”

8月27日,�由湖南省国土资
源厅与中南大学联合主办的
“2016年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
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旨在
深入探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
发展的重大方向性、战略性问
题，聚焦“地理空间大数据应
用发展”。

当天，来自北大、中科院、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武大、
国信军创(岳阳)科技公司等单
位的代表， 在主论坛上分别作
了主题报告。同时，论坛还设立
了三个分论坛，分别是“卫星遥
感与导航定位大数据服务”、
“地理信息大数据社会共享与
服务”、“测绘与地理信息软件
（装备）应用”。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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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9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获悉，我省已定于9月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活动。 通过实名登记精准
服务， 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尽快落实工作。

据了解，服务月活动期间，所
有2016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 往届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 将按户籍地和家庭住
址进行层层分解，由街道（乡镇）、
社区基层保障平台做实基础台
账，主动联系未就业毕业生，以入
户调查、 电话询问等方式摸清其
就业状况和需求，开展职业指导，
发放就业服务手册。

据悉，零就业家庭、城乡低
保家庭、农村贫困户、残疾等就

业困难的未就业毕业生，以及少
数民族、 长期失业等毕业生，将
作为活动重点帮扶对象，各级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就
业服务平台将根据他们的基本
情况和就业需求，制定个性化求
职就业方案，提供“一对一”的指
导和服务。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陈健

本报8月29日讯 今天，
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进一
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
本实施方案》（以下称《方
案》）。《方案》打出新的“组合
拳”，对如何进一步降低涉企
收费，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
低融资成本、用工成本、用能
成本、 物流成本等作出了明
确要求。

涉企收费方面， 再次降
低17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经营服务性收费， 为企业
每年减负约10.7亿元。 清理
各类电子政务平台收费，减
少企业相关支出约8000万
元。

清理规范中介服务，第
一轮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中
介服务事项59项， 第二轮拟
再次清理规范94项； 对保留
事项实施目录清单管理；改
由审批部门负责办理的事
项， 一律不得向企业收取费
用，减负约1.5亿元。

降低融资成本， 健全覆
盖全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
系，省财政视各地“财银保”
等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与金

融联动工作机制推进情况，以
及服务中小微企业、 创新创业
型企业的实效，给予适当奖励。

降低用工成本， 暂缓提高
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加大企业
养老保险费率过渡试点力度，
缓缴困难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费、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实
施稳岗补贴等，缓解企业“用工
贵”难题。

降低用能成本。用电方面，
通过扩大大用户直供电规模及
范围、购进省外低价电等措施，
减少企业电费支出约57亿元。
用气方面， 降低非居民用气大
户天然气销售价格， 下调新增
非居民用户燃气“开口费”标
准。

降低物流成本， 从2016年
10月1日起，对使用“湘通储值
卡”结算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
享受车辆通行费九折优惠，时
限暂定一年。

早在今年4月，省政府就出
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
作方案》，提出了系列降成本政
策措施， 取得了较好成效。其
中， 仅企业税费负担上半年就
下降43.4亿元。 ■记者 姜润辉

湖南再降17项涉企收费年减免超10亿
清理各类电子政务平台收费 十一起货车通行费可享九折优惠

“数字湖南”基础工程体系建成 建成122个覆盖全省域基准网站

全省实现矢量电子地图全覆盖

省测绘地理信息发展
论坛在长举行

我省将实名登记帮毕业生找工作

本报8月29日讯 省委
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
印发《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
扶贫开发责任制考核办法》
（简称“《考核办法》”），决定
对省直单位实行扶贫开发责
任制， 并对省直和中央驻湘
单位行业（部门）扶贫和驻村
帮扶工作进行考核。

《考核办法》明确，对省
直和中央驻湘单位分A、B两
类考核。A类为承担行业（部
门） 扶贫和驻村帮扶双重任
务的38家单位，B类为仅承担
驻村帮扶任务的153家单位。
行业（部门） 扶贫考核内容
为：扶贫责任落实方面，考核
行业（部门）脱贫攻坚规划及
其实施方案、政策措施、年度
计划制定以及落实情况，支
持贫困县开展涉农资金整合
情况，其中承担“五个一批”
任务的牵头单位和参与单

位，重点考核“五个一批”工作
规划、实施方案、年度计划的完
成情况和其他工作落实情况；
日常管理工作方面， 主要考核
行业（部门）脱贫攻坚工作台账
建立情况，行业（部门）扶贫政
策宣传及扶贫信息资源互联共
享等情况。

驻村帮扶考核内容为：驻
村帮扶和结对帮扶工作成效。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
开展一次考核。 按照单位自
评、随机抽查、综合评价、沟通
反馈的步骤，每年12月初开始
实施考核， 次年1月中旬前完
成。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
考核结果由省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予以通报，并与绩效评估
结果挂钩，与干部和单位年度
考核挂钩。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通讯员 谭小军 朱媛

省直单位实行扶贫开发责任制
扶贫成效与干部年度考核挂钩

8月29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花城小学，爱心企业代表为品学兼优的流动儿童赠送礼物。当
天，由长沙市文明办和开福区文明委主办的“牵手流动儿童、爱心陪伴成长”主题活动暨开学典礼
在该校举行，部分爱心企业和单位将一批书籍、文具及捐款送到孩子们手中。 记者 田超 摄

礼物

本报8月29日讯 省政府
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透露，
湖南积极推进全省地理空间
大数据建设，全省14个市州全
部完成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基
础工程建设，建成了以“一网
一库一平台”为核心的“数字
湖南”基础工程体系,建成122
个覆盖全省域基准网站，全省
21.18万平方公里实现矢量电
子地图全覆盖。

一网， 即卫星导航定位地
面增强系统基准站网。目前，湖
南已经建立起覆盖全省域的
122个基准站网，其中85座融合
了北斗系统的导航定位服务，
可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和建
设、交通运输、国土调查、测绘、
地质、气象、地震、空间科学、地
球物理等行业和领域。

一库， 即数字城市地理信
息基础工程数据库， 是省市两
级地理空间框架的核心。 主要
包括：大地测量成果、多源多时
相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成果、多

类型基本比例尺地图成果等，其
中 航 空 影 像 成 果 覆 盖 全 省
98.4%。

一平台， 即以省市两级天
地图为支撑的地理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 目前 ， 实现了全省
21.18万平方公里的矢量电子
地图全覆盖。

通过“一网一库一平台”为
核心的全省基础地理空间框架
体系， 近几年为公安、 民政、农
业、林业、气象、环保等领域的部
门和单位，提供各类地理信息数
据成果共计22万余幅。通过“天
地图·湖南” 和14个市州的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40多个部
门搭建了140多个应用系统，包
括国土资源管理系统、人口网格
化管理系统、数字公安、数字城
管、数字工商、数字园区、数字管
线、智能交通、旅游管理系统等
一系列的典型应用，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及时有效、准确
全面的地理信息服务。

■记者 潘显璇

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