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陶小爱 施泉江）
今天上午，由香港贸易发展局、省商务厅、省
贸促会和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湖南
长沙香港周” 暨“香港时尚购物展·长沙”开
幕，副省长何报翔出席此次活动。

该活动为期5天。 活动现场集合了170家

香港优质企业带来的超过300个时尚品牌的
产品系列， 旨在为长沙市民提供优质的潮流
服饰、家庭用品等产品。此外，本次活动为本
地企业组织了超过170场一对一商贸配对会
议， 为香港参展商与湖南大型百货店和零售
商提供合作机会。

“湖南长沙香港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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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伟锋

10月31日上午9时， 湖南辉鸿公司
会议室，来自长沙市、天心区安监局、质
监局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种设
备、 危险化学品领域的专家围坐一堂，
就辉鸿公司液氨设备安全隐患整改方
案进行评审。

“这个方案我们事先没看到，不可
能马上作出评价。 ”会议刚开始，专家代
表、湖南特种设备研究院容器部总工程
师刘小平，拿起刚摆上桌的设备改造设
计方案，首先发话。

“怎么没看到施工方案？ ”紧接着，
又有专家提出，施工方案必须与设计方
案配套，不能“两张皮”。

“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是否具有国

家认定的相应资质？ ”
刚一开场， 接连遭受专家质疑，在

场的辉鸿公司负责人费存富有点难堪
了，赶紧解释：设计单位具备相应甲级
资质，施工单位也具备相应资质，这些
事前都经过了严格筛选。 两家单位赶紧
出具相关资质证明。

据记者了解，此前，辉鸿公司几次
提出隐患整改实施方案，但按照相应的
管理职责，需要质监、安监等职能部门
对方案进行审批。 而企业自身弄不清程
序，走了一些“弯路”，40来天还没理清
头绪，整改工作拖了下来。 但职能部门
催得紧，企业怨气大。

“今天这个程序有点问题，方案评
审我们职能部门没必要参与，请专家组
出具权威结论即可。 ”眼看要陷入僵局，

牵头负责督促辉鸿公司液氨安全隐患
整改的天心区安监局局长潘琳提议，暂
时不对隐患整改方案做评价，先把各部
门的责任撸一撸，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
业整改。

“我们负责对压力容器、管道等设
备质量的监管、把关。 ”天心区质监局局
长何响成表态，“在组织施工前，请先到
市质监局备案；正式施工过程中，我们
会派专业人员到现场监管。 ”

“市安监局也会提供技术支持，整
个隐患整改需要办理的手续，我
们全力配合。 ”长沙市安监局危
险化学品管理处黄永红表态。

“我们专家组负责对设计方
案、施工方案进行评审，确保方
案科学、安全、可行。 绝对不能在

消除原有隐患的过程中， 产生新的隐
患，甚至发生事故。 ” 专家组成员刘小
平发言。

“我们设计、施工单位，也一定确保
设计合理，安全施工。 ”

“太感谢了，大家都这么积极帮我
们，作为企业更应该主动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 我们一定积极、全力做好隐患整
改，争取创一个全国液氨隐患整改的样
板。 ”刚刚还有点难受的费存富，这下露
出了笑颜。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何国庆）10月29日至30日， 在
张家界举行的全省教育基金会
研讨会上， 该市永定区解放小
学特困教师刘亚琴等92名教师
分别获得了省教育基金会和张
家界市教育基金会10000元或
5000元救助。 广州天天向上
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对张家界
市学校进行了现场捐赠。 省领
导、 省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许云
昭， 副理事长王汀明出席并讲
话。

省教育基金会通过多年探
索与实践，在教师、学生、学校
三大教育服务领域， 确立了
“爱烛行动”、“育才行动”、“援
助学校发展计划” 三大公益项
目。 三大项目今年开展了救助
特困教师、评选表彰“湖南最可
爱的乡村教师”、资助边远山区
教师体检、 组织农村优秀教师
参加“园丁之家”，慰问困难教
师和优秀教师、资助贫困学生、
资助贫困学校及民办高职院校
等七项活动，并实现了内容“升

级 ”。
升级后的“爱烛行动”，救

助特困教师人数较往年增加了
一倍，并将高校教师纳入范围；
同时， 增加了贫困地区教师免
费体检的内容， 共资助平江县
和龙山县8470名教师进行体
检； 与省教育厅共同评选表彰
了20名“湖南最可爱的乡村教
师”。“爱烛行动”公益支出已达
到940万元。“育才行动”升级
后， 首次将全省边远地区的贫
困中、 小学生也纳入了资助范
围。“援助学校发展计划” 项目
的力度加大，全省5所农村边远
学校和3所高职院校改善办学
条件， 也得到了省教育基金会
200多万元援助。

据介绍，经过多年发展，省
教育基金会目前基金总量已达
1.45亿元。先后救助、资助及奖
励教师50多万人、 学生60多万
人，同时对1000多所学校改善
办学条件进行了扶助和支持。
全省教育基金会用于服务教育
的经费总计4亿多元。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张
斌）今天下午，省外侨办与湘潭
市政府“共同推进世界侨商中部
地区聚集区建设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在长沙举行，这标志着世界
侨商中部地区聚集区正式落户
湘潭经开区，国侨办、中国侨商
会、湖南省外侨办和湘潭市政府
将整合侨务资源，共同促进聚集
区的建设和发展。 国侨办副主
任、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任启亮出席签约仪式。

世界侨商中部地区聚集区
是落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湖
南省人民政府2011年12月签订
的《办省合作共建框架协议》的
第一个项目。 项目计划将湘潭
经开区建成“世界侨商中部总
部基地”，从侨领侨商中引进金
融、商业地产、高档酒店、旅游
文化等产业， 以及相应地引进

生物医药、互联网高科技、汽车
及零配件、 高速物流等产业和
项目， 并从华侨华人中引进高
层次人才，由聚集区提供创业、
厂房、实验室等，给予海外人才
以政策和资金优惠， 从而将湘
潭经开区努力打造成“侨务活
动、侨商企业、海外人才”的侨
商中部地区聚集区。

湘潭经开区是省政府批准
的台商投资区，2011年9月获批
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园
区拥有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
子信息、 装备和制造三大主导
产业，2012年有入园企业230
家， 实现技工贸总收入710亿
元、工业总产值406亿元、财税
收入18.8亿元。 今年9月，国务
院又批准设立了国家级湘潭综
合保税区， 成为长株潭惟一一
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图为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时尚购物展上， 一名小朋友被漂亮的小黄鸭吸引。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长沙市天心区湖南辉鸿公司液氨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本报（9月11日4版）报道后，被省安委办
挂牌督办，要求2014年春节前整改到位。 职能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企业有些无所
适从，整改进展缓慢。 10月31日，长沙市、天心区两级质监、安监等部门，邀请相关专家，一起上门帮助企
业整改———

“三堂会审”除隐患

世界侨商中部地区
聚集区落户湘潭

省教育基金会公益项目“升级”
“爱烛行动”受助教师倍增，救助金额940万元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王
晗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
市委书记易炼红回访岳麓区望
城坡社区万宝山居民区， 仔细
查看一个多月前在此接访时部
署的供水、排水、护坡安全等问
题的整改情况。 他强调，各级党
委、 政府要一切为了群众的幸
福生活，回应期盼，真情付出，
务求实效。

沿着整修一新的小路， 居
民小组长张庆辉再次领着易炼
红走进小区。 路两旁护坡、 护
栏已加固修缮， 排水管道铺排
一新， 消防栓和增压泵安装到
位……一路上， 小区居民纷纷
向市委书记点头道谢， 讲述起
身边的变化， 与易炼红分享这
份喜悦之情。

“用水难的问题可算解决
了， 我也不用凌晨二三时起来
接水了！ ”78岁的陈作周老人曾
向易炼红当面投诉用水不便，

现在家里新装了加压泵， 用水
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老人
拉着易炼红的手， 执意要请他
去家里坐坐，喝一杯他泡的茶。

“街坊们的感谢我心领了，
这本就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易
炼红说，人民群众之所盼，就是
党委、政府之所为，要把群众满
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
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好坏的
唯一标准。 他叮嘱随行的市、区
相关负责人说，解决好一个“万
宝山” 的问题才刚刚开了个头，
要持续跟进居民们的期盼，妥善
解决好他们生活中的大小困难。
同时，还要举一反三，对信访群
众反映的问题，要做到热情接访
处访，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只有
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投入真
情，见到实效，才能真正提升长
沙市民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归
属感和自豪感，也才能真正换来
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拥护和支持。

易炼红接访之后再回访

“一切为了群众的
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