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5日讯 又到了吃
虾的季节， 这道美食怎样吃得健
康？今天，省胸科医院的“营养健
康尝美食”专栏教市民“吃虾”。

对于口味虾的营养成分，省
胸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张胜康表
示，“和海产虾相当，具有高蛋白、
低脂肪的特点。 其中蛋白含量占
总体的16%-20%左右，脂肪含量
不到0.2%。另外，虾肉所含的锌、
碘、 硒等微量元素要高于其他食
品，属于营养丰富的美食。”

口味虾虽然营养丰富， 但其
科学食用还是有些讲究。 张胜康
表示， 清洗虾子前应尽可能用清
水或活水浸泡24小时以上， 尽量

把肚皮洗至白色；少用含“草酸”
的工业强酸清洗虾，因为“草酸”
如果残留， 过量食用容易导致肌
溶解；值得注意的是，虾头是处理
和积聚毒素最多的地方， 也是细
菌与寄生虫最喜欢寄生之地，所
以尽可能不吃头部。

张胜康还提醒， 口味虾口味
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应尽可能
少吃。 口味虾的嘌呤含量接近
140mg， 也不适合痛风病人吃。
对于网传的吃口味虾+维生素C
会产生砒霜导致中毒死亡， 专家
也辟谣，日常食用不会中毒。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杨艳
实习生 平孟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
是全国第8个打击和防范经
济犯罪宣传日， 湖南省公安
厅经侦总队联合长沙市公安
局经侦支队在长沙火车站阿
波罗商业广场举办了相关宣
传活动。

活动系统性地揭露了常
见多发经济犯罪的惯用手法
和伎俩。工作人员表演了群众
喜闻乐见的花鼓戏说唱《预防
经济犯罪》、小品《巧破骗局》，
时下流行的直播也加入其中，
以“花样”宣传的方式提高公
众防范意识。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禹亚钢 樊佩君

口味虾季节到，怎么吃才科学
专家：肚皮洗至白色，尽量不吃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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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5日讯 “感谢
政府，让我们拿到了辛苦钱。”
5月8日，鲁永光等17名农民工
终于拿到了自己期盼了半年
多的劳动报酬。

记者从湖南省人社厅获
悉， 根据国务院统一安排，我
省近期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开展了全面自查，并确
保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
到位。自2016年底以来，全省
已成功为农民工追回工资
19.2亿元。

【案例】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被逮捕，工资全部追回

今年3月6日，益阳市沅江
市劳动监察大队将鲁永光等
人的老板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一案移送至该市公安局。经
查：2016年6月至2016年10月
期间，犯罪嫌疑人陈某明对自
己经营的KTV进行装修，木工
由鲁永光等17名民工承包，项
目完工后陈某明没有按合同
付清工资，拖欠17名民工工资
16.8万元。17名民工到沅江市
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在收到劳
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后，陈某明仍然拒绝履行。

3月8日，沅江市公安局对
此立案侦查。4月25日，陈某明
被抓获归案。拘留当日，陈某
明支付民工欠薪5万元。

5月7日，陈某明被检方以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批准逮
捕。5月8日，全部欠薪追回，悉
数发放给17名民工。

【行动】
12�部门联动，
全省开展大排查大清欠

今年年初， 国务院下发
《关于开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专项督查的通知》 后，
湖南要求全力抓好自查工作，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全面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自
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随
后， 由省政府督查室牵头，人
社、住建、交通、水利等12�个
部门参加的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协调指导小组宣告

成立， 自查清欠行动全面铺
开。

“根据工作需要， 从省农
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
骨干人员组成了12�个专项督
查组， 由厅级领导干部带队，
对全省14�个市州进行实地督
查和抽查。” 省人社厅劳动监
察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我省按照“属地管理，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有效治理
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首先
开展了辖区内农民工工资大
排查大清欠行动。重点对使用
农民工较多的建设领域农民
工工资发放情况进行了全面
排查， 共排查用人单位11267
户。同时，对在建和续建的政
府投资项目进行了清查，对存
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要
求立即整改， 确保支付到位。
此外，全省各级人社、公安、住
建等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
度，确立定期会商和联合办公
机制， 明确了联合办公时间、
办公地点、专职人员及工作内
容等， 有效地加强了部门联
动，加大了联合惩戒欠薪行为
力度。

【成果】
解决拖欠工资案件6188
起，追回19.2亿元

2016年以来，全省共处理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案件 377�起，移送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211起， 有效震慑打击
了劳动用工违法犯罪行为。

另据统计，自2016年底以
来，全省各市州共解决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6188起， 金额
19.2亿元， 涉及农民工18.59�
万人次； 通过媒体共曝光129�
起欠薪典型案例；记入湖南省
建筑市场违法违规不良记录1
起，记入各市州劳动保障监察
黑名单4起， 由各市州人社部
门约谈4家单位法定代表人。
同时启动问责机制，对一批失
职失责导致欠薪的责任人进
行追责。

■记者王智芳
通讯员 刘玮 实习生 娄娜

本报5月15日讯 因为气候变
化多端，很多市民曾“自嘲”，长沙只
有冬天和夏天。目前，气候变化对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并将持续
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城市能源、交
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安全和人民生产
生活构成严重威胁。昨天，长沙召开全
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沙龙———“您心中
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应该怎样”，政府官
员、 绿色环保团体及大学生共同设
计气候适应型城市。

将气候风险管理
纳入城市规划设计

人类活动进一步侵蚀湿地、
森林、河流，导致温室效应、酸雨
等问题愈演愈烈。 在极端的气候
变化下， 我们应该怎样建设气候
适应型城市？

湖南省气候中心主任廖玉芳
表示，应将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城市

规划设计，将气候可行性论证纳入
重大工程建设审批。“设防雷系统、
海绵城市、通风廊道、地下综合管
廊等工程不仅可以减少热岛效应、
酸雨、全球变暖，还能在不可抵御
的灾难发生时减少损失。”

印度籍环保人士Prerna通过
列举津巴布韦人仿照白蚁建房子，
建出来的房子使空调成为摆设，提
出气候适应型城市必须为地球“减
负”。“在中国，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气候适应型城市必须高效率利用
各种能源、土地、水资源。”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唐双
娥表示，气候变化、大气污染、建
筑节能等都应作为强制指标，纳
入城镇化建设总体方案中。

建立家庭为单位的
碳减排单元

湖南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示范

区，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对绿色
低碳发展、 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 中国海绵城市倡导
者、 反城乡硬化运动发起人刘波
建议，政府部门应带头减排。

“政府应对所有产业分类进
行指导，制定减排时间表，做出切
实的减排安排。积极引导、培育气
候适应型产业成为湖南绿色经济
的增长点、 绿色经济转型和社会
发展方式转型的示范样板， 大力
研究、发展绿色金融和碳金融，使
之成为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的
资本支撑。”刘波强调，应建立以
居民家庭为基础单位的碳减排
单元， 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行
为方式、消费方式应尽量贴近绿
色化，摒弃房子越买越大、汽车
排量越大越好这种资源消耗的
消费观念。

■记者 李琪 和婷婷
实习生 平孟

我省12部门联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大清查，为农民工追回欠薪19.2�亿元

如何建气候适应型城市
防灾减灾日主题沙龙探讨城市持续发展

今年我省12个县
将建救灾物资储备库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
记者从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
政厅获悉，在“十三五”期间，
中央将陆续支持我省7个市州
级、65个县级救灾物资储备库
项目建设。其中，今年国家发
改委将我省衡南县、 岳阳县、
慈利县、双峰县、东安县、耒阳
市、衡山县、桃源县、石门县、
衡东县、永顺县、花垣县纳入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共计投
资1721万元。

据了解，我省正着手建立
参与减灾救灾工作的社会力
量工作台账，完善“湖南省参
与救灾社会力量数据库”， 建
立完善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平
台。今后，我省将重点培育一
批具有减灾宣传教育功能或
灾害救援能力较强的社会组
织，联系一批生产、销售救灾
物资的爱心工商企业，扶持一
批具有较强救灾意愿的志愿
者队伍。 ■记者 杨昱

5月15日，郴州市爱莲湖濂溪书院，市民在参观书画展。当天是“国际家
庭日”，郴州市举行“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首届女性书画展，展出书法和
美术作品100多幅，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家规家训。 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女性书画展传家风

“花样”宣传
防范经济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