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效
2016年上半年，湘江新区新建众创空间5个，总面积3.5万平

方米；新增市场主体1.18万家，其中企业5910家；新增企业授权
专利1004件，其中发明专利446件，同比增长22.5%。在“双创”工
作的带动下，新区上半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492亿元，增长
13.6%，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97亿元，同比增长12.0%，分别高于全
省、全市4.4个和2.8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和增速在18个国家级新
区中均居第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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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现对公司车辆保险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招标条件的投标人前来
投标。

一、项目名称：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车辆
保险项目 。

二、资格要求：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
理的财产保险公司。

三、参加招标企业所需文件：
1、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四、招标相关事项说明

1、投标文件递交时间：2016年 9月 7日下午 17:30。
2、投标文件递交方式：可通过快递或当面递交。
递交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中路一段 52 号凯

乐国际城 8/9 号栋 5 楼投资经管中心。
3、开标时间；2016 年 9 月 8 日上午 9:00。
4、中标公布时间：2016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00。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0731-8432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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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保险招标公告股权转让公告
受委托， 我中心拟对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子公司持有的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比
例为 37.64%的股权公开转让，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标的为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64%的股权， 该股权由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子公司持有。 河南兴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河
南省陕县产业集聚区，注册资本：4982.3 万元，经营范围：催
化剂（危险化学品除外）生产、销售。

二、标的挂牌价格：1893.90万元。
三、转让方式：根据报名情况采取拍卖或协议方式整

体转让。
四、受让人资格：1、不接受自然人报名；2、报名企业须

为注册资本金及实收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的石油、化工类
内资企业；3、报名企业不得与标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五、报名时间：竞买人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6 年 9 月 28
日 16 时前持有效证件到岳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提出申请，并交纳履约保证金 500万元到指定账户。 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 2016 年 9 月 28 日 16 时。 竞价未成者，该保
证金在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六、 报名地点： 岳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地
址：岳阳市政府办公楼 1201室。

七、联系方式及保证金汇入账户：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3907300357��0730-8880460

岳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6年 9月 1日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岳阳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岳阳工商银行五里牌支行 1907602809100016062

“湘江新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方案”出台：构建“一核一圈”双创格局

湘江新区推26项工程助13万人就业
湖南湘江新区（以下简称“湘江新区”），我省唯一获批全国首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

地（以下简称“双创”），未来将怎样建设？经省政府批准，8月31日，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以下
简称“湘江新区管委会”）向社会公布了《湖南湘江新区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建设
工作方案》（下简称《方案》）：将构建“一核一圈多点”的双创工作格局，通过3年的努力，建设成
为湖南高端制造研发转化核心区、中部创新创意产业引领区、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区。通过
“双创”，三年拟累计带动超13万人就业 。 ■记者 陈月红

湖南高端制造研发转化核心区

据《方案》，湘江新区将充分发
挥新区内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平
台和国家级园区的平台资源优势，
推进创新创意和产业资本紧密结
合、互联网+智能制造有效对接，促
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产业
化，建设湖南省高端制造研发转化
核心区。

中部创新创意产业引领区

将引领长株潭区域协同创新，
优化区域内创新创业环境、降低创
业门槛，完善垂直平台行业培育模
式、企业内部团队孵化模式、高校
院所人才创业模式。打造中部地区
创新创意产业引领区，培育发展区
域创新创意产业新业态，推动产品
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的
区域创新合作。

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区

在全国 28家获批首批双创
示范基地中，湘江新区是唯一一
个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区。新
区将充分发挥国防科大国防科
技优势和湘江新区创新资源优
势， 推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军
民技术转移转化、军民融合产业
孵化和国防知识产权运营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支持自主可控计
算机、智能装备、北斗卫星、新材
料、 航空航天等创新成果转化，
实现“军转民”与“民参军”的良
性互动，打造国家军民融合发展
示范区。

【瞄准定位】 【优化布局】

为优化双创空间布局，新
区将统筹区域内双创空间的
总体布局， 优化资源配置，增
强公共服务能力，打造以长沙
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为重点
的品牌性双创空间，建设一批

互联网、军民融合、生物医药、
文化创意、智能制造等细分产
业的专业化双创空间，形成以
“一核一圈多点” 为特点的中
心突出、层次分明的双创载体
和空间架构。

形成“一核一圈多点”架构

【主要措施】

经济总量和增速全国第七

据负责组织编制方案的
湘江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
改革发展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为实现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的目标， 重点将实施
包括提升政府服务能效、优

化双创空间布局、 强化双创
金融支撑、 提升人才集聚能
力、加强双创国际合作、促进
军民融合发展、 弘扬创新创
业文化等7个方面26项重点
工程。

重点实施7方面26项重点工程

军民融合发展是湖南湘
江新区的优势，也是双创示范
基地的特点。新区将充分发挥
长沙国防科技创新资源、科研
资源、人才资源的优势，大力
推进军民融合双创，构建符合
军民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
系和专业化的公共服务平台，

推进军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军改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等。

另外，从政策、机制等方面
大力推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湘江新区管委会财政每年安排
双创工作专项资金1亿元，专项
用于示范性双创空间、 重大双
创公益性活动补助。

打造可复制的军民融合双创模式

要闻·时政

本报8月31日讯 中秋节
又快来啦，中秋节还能不能发
月饼呢？今天上午，记者从省
总工会了解到，节日期间工会
组织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少
量的节日慰问品，比如简装月
饼等传统节日用品。

据了解，省总工会在去年
2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中华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
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基层
工会逢年过节 (包括元旦、春
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
中秋节和国庆节)可以用工会
经费向全体会员发放少量的
节日慰问品。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
职工福利不等于工会福利，真
正职工福利的主流、 大头，还

是在企事业单位行政方面。对
于“福利”有严格控制，全年发
放总金额应控制在基层工会
当年工会经费收入的30%以
内，年人均发放金额标准不超
过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年人
均工资的5%。

据了解， 正常的福利包
括因公外地就医费用、 暂未
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
费用、 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
疗补贴、职工疗养费用、自办
职工食堂经费补贴或未办职
工食堂统一供应午餐支出、
符合国家有关财务规定的供
暖费补贴、防暑降温费等。探
亲假、婚假、带薪年休假等假
期，也属于福利，此外还包含
节日补助、交通、车改、异地
安家费等其他项目。

本报8月31日讯 近日，
国家民政部官网通报了全国
省级层面建立老年人补贴制
度的情况，其中，26个省 (区、
市) 出台了高龄津贴补贴政
策，湖南就在其中。

据悉，除了益阳市、岳阳
市， 全省12个市州均已发放
高龄津贴。 湖南省老龄办相
关负责人李永胜介绍， 老龄
补贴主要由市县地方财政承
担， 由于各个县市的经济情
况不一，各地的补贴范围、标
准各不相同。例如，雨花区对
80岁以上89岁以下的老人，
每人每月补贴50元，90岁以
上到99岁以下的老人，每人每
月补贴100元；张家界、邵阳、
衡阳限定了补贴范围，仅对90
岁以上的老人实行补贴。

百岁以上老人各地相对

一致，根据要求不低于200元
/月。株洲、郴州百岁以上老人
所领取的生活补贴款， 分别
由以往的200元、260元，提升
至400元，涨幅近200元，其中
株洲攸县的百岁老人享受的
生活补贴款为600元/月。

另外，记者获悉，益阳市
从2012年起就决定对户口在
益阳市范围内的城乡无固定
收入的90岁以上老人， 每月
发放100元生活补贴，至今这
一政策仍未落实。 常德市原
计划将高龄补贴惠及面扩大
到80岁以上， 目前该政策尚
未实行。 为何有些地方的高
龄补贴政策出台后存在难落
实的情况？在采访中，常德市
老龄办工作人员直言， 财政
难以负担是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 吕菊兰

省总工会：
中秋节可发少量慰问品

湖南高龄补贴，各地标准不一

1.购买购物卡、代金券等，搞请客送礼等活动；
2.违规滥发津贴、补贴、奖金；
3.支付高消费性的娱乐健身活动；
4.违规设立“小金库”；
5.将工会账户并入行政账户，使工会经费开支失去控制；
6.截留、挪用工会经费；
7.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或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
8.报销与工会活动无关的费用。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杨丽

湘江新区内梅溪湖国际新城3000亩湖面波光粼粼。（资料图片）

链接 注意，以下8类属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