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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
亚莉）  随着个人中高端客户及其
家庭成员对现金管理的需求越来
越强烈，近期，中国建设银行从客
户需求出发，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向
市场推出了“金管家”—个人客户

（家庭）现金管理综合服务。
该服务能将客户本人 及其家

庭成员名下的不同账户及不同用途
的流动性资金进行归集整合，具
体包括综合账户管理、资金归集、
资金划转、日常管家、现金增利、
交易补款、专款预留、综合账单八
大功能。

该服务突破了单一账户的视
图，按照客户及其家庭的维度统一

管理短期流动资金；突破了单一产
品的限制，整合了转账、支付、理
财等多种服务手段；改变了客户自
主触发的交易模式，通过客户设
定条件、系统自动发起，节约了客
户办理业务耗费的时间。通过个人
现金管理服务，让家庭财务管理
更智能、更快捷、更方便。

郑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家里
的财务管理和日常开支都是她来打
理，平常喜欢购物。但她本人、丈
夫和儿子的信用卡都是分别还款，
而且房贷、基金定投也是每月扣款，
还有水电煤气费等日常缴费等等，
经常出现忘记还款或绑定账户资金
不够的情况，每月定期跑银行或者

到网上转账觉得很麻烦。“现在好
多了，个人客户（家庭）现金管理
让我再也不用整天跑上跑下，资金
划转设定到每月水电煤气等日常缴
费的金额，让我还款更加轻松，而
且还可随时知道自己帐户的变动结
余情况。”郑女士不无自得的说道。

建行首推“金管家”——个人客户（家庭）现金管理服务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闭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
2 月 15 日上午，湖南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完成各项
议程，在省人民会堂闭幕。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767 人，实
到代表 741 人，符合法定人数。大
会闭幕式由大会常务主席徐守盛、
于来山、谢勇、刘莲玉、徐明华、
蒋作斌、陈君文、彭宪法担任执行
主席，于来山主持。

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全国政协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胡彪、全国人大
内司委委员李江、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黄伯云。

出席大会的省党政军领导和老
同志有：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
熊清泉、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
黄建国、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
许又声、李有新、韩永文、孙建国、
易炼红、张文雄、黄跃进、杨泰波、
陈叔红、蔡力峰、肖雅瑜、何报翔、
李友志、盛茂林、张硕辅、黄兰香、
张剑飞、许云昭、武吉海、刘晓、
谭仲池、王晓琴、杨维刚、张大方、
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陈长寿、
谢康生、曹文举、沈瑞庭、俞海潮、
刘玉娥、朱东阳、罗海藩、高锦屏、
谢佑卿、颜永盛、王四连。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武警
湖南总队司令员赵永平，国防科技
大学原副教育长韩月元，中国人民
解放军 96301 部队副政委何骏在
主席台就座。

大会选举李夕兵、周农为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

大会 采 取电子 表 决 的 方 式，
通过了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湖南
省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4 年计划的决议、
关于湖南省 2013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4 年预算的决议、关于湖南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

在闭幕式上，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发表讲话。他
说，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
年、启动之年，只有改革的“一马
当先”，才能引领全省各项工作的

“万马奔腾”。要以正确的方向引领
改革，做到改革不跑题、不漏项、
不折腾。要积极而稳妥，“蹄疾而
步稳”，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

地推进各项改革，确保改革不偏向、
不变质、不走样。要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
作为“突破口”、“重头戏”和“牛
鼻子”，牵引和带动民主法制领域
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
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
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等各
领域改革全面推进。今年要着力在
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产权统一交易的市场建设、统一的
招投标体系建设、两型社会体制机
制建设、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方面
取得新成效、新突破。各级各部门
要抢抓机遇，迅速启动，加大力度，
从时间表倒排最急迫的事项改起，
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
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
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
起，发挥带动效应，盘活改革全局，
着力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
领域求实效，在“落一子而满盘活”
的关键环节求突破，努力实现我省
改革发展新的跨越。他指出，要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
要以全省人民为依靠推动改革；要
以良好作风和实干精神保障改革。

湖南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闭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凌晴）

2 月 13 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在长沙胜利闭幕。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的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
杜家毫，省政协主席陈求发，省政
协副主席武吉海、刘晓、王晓琴、
杨维刚、张大方、欧阳斌、赖明勇、
葛洪元，省政协秘书长袁新华。    

在主席台就座的省党政军领导
和老同志有：孙金龙、胡彪、熊清泉、
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黄建国、
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许又声、
李有新、韩永文、孙建国、易炼红、
张文雄、黄跃进、何报翔、李友志、
盛茂林、张硕辅、黄兰香、张剑飞、
魏文彬、谭仲池、姜英宇、文选德、
卓康宁、杨汇泉、阳忠恕、方毓棠、
范多富、游碧竹、蔡自兴、李贻衡、
石玉珍、姚守拙、卢光琇、王汀明、

龙国键、阳宝华。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武警
湖南总队司令员赵永平，国防科技
大学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民在主
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由陈求发、欧阳斌主
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
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政治决议；通过了政协湖南
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
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关于十一届一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陈求发在主持讲话中指出，今
年是我省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转
型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期。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以此为
契机，落实好省委文件精神，在推
进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

和程序化方面多做工作。尤其是
要把协商民主的理念和要求贯彻
于政协工作的各个环节，更好地开
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
提案办理协商，进一步增加协商密
度、提高协商成效，推动协商民主
进程。

陈求发号召全体省政协委员
要倍加珍惜稳中向好的发展形势，
倍加珍惜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倍
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始
终与省委省政府同心同向、同力同
行，始终与人民群众心手相连、和
衷共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
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同
唱一台戏，共圆一个梦，凝聚湖南
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正能量，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中国梦的湖
南篇章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人民政协成立 65 周
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旦 通讯员 唐玉萍）中央决定实
施“单独两孩”政策已有两个多
月，我省具体推进情况如何？大
约何时可以落实？2 月 13 日，记
者从湖南省人口计生委了解到，
我省“单独两孩”政策确保上半
年、力争一季度落地，“单独夫妇”
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单独夫妇”，
如果有生育意愿，现在可以开始
怀孕。据了解，由省人口计生委
起草并经省委、省政府审定的《湖
南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方案》
已经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
省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和省法制
办也已作好启动相关法律程序的
前期准备工作，等国家卫生计生
委审核批准后，马上启动相关程
序，确保今年上半年、力争在一
季度让这一利民政策在湖南落地。

省人口计生委的工作人员表
示，“单独夫妇”特别是年龄偏

大的“单独夫妇”，如果有生育
意愿，现在可以开始怀孕。他们
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做 好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和纠正不利于优生
的不良生活习惯，确保生育健康
宝宝，并且在省人大常委会作出
相关决定后，及时申请办理再生
育证。

在“单独夫妇”中，不少有
生育意愿的女性已经超过了最佳
生育期，为了让她们顺利生下健
康的宝宝，计生部门将通过优质
服务当好育龄群众的健康使者。
据介绍，2013 年省人口计生委
在部分地方组织开展了“计划生
育爱心助孕特别行动”公益活
动，该活动已义诊 2414 名不孕
症患者，113 对不孕症患者接受
助孕治疗，61 对成功妊娠。今年，
将继续扩大活动范围，并且对怀
孕困难的“单独夫妇”提供技术
服务。

省计生委：“单独夫妇”现在可开始怀孕

■妇联星空

衡阳市：“春风行动”提供 12000 多岗位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旦 通讯员 黎秋 唐湘）为进一步做
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2 月12日上午，衡阳市“春风行动”
活动月启动仪式暨大型现场招聘
会在市人才交流中心温暖开幕。
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市人社局、
市财政局、市总工会、市妇联联
合承办，将一直持续到 3 月底。

据了解，来自省内外的 120
多家用人单位参加了本次招聘
会，共提供 12000 多个岗位，适
合女性的岗位占一半以上，涉及

管理、服务及技术类等多项工种。
为了招揽人才，本次招聘单位纷
纷提高员工待遇，其中管理层工
资达 6000 元左右，技术类行业
工资 普 遍在 4000 至 6000 元 之
间。截止当天下午 5 时左右，进
场求职者达 5000 余人，有 1031
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活动现场，市妇联开设了咨
询台，为女性求职者提供就业政
策、企业用工、妇女维权、女性
健康等方面的政策咨询。据统计，
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2000 多份，接待咨询 500 多人。

益阳市：妇联要求严禁铺张浪费行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胡雪玲）2 月 8 日，益阳市妇联召
开会议学习贯彻中纪委十八届三
次全会精神，重点学习传达习近
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会议由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杨丽仙主持，市妇联全体机
关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

会上，杨丽仙对贯彻落实中
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精神提出了

四点意见，一是全体妇联干部
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二是要以此为契机，坚持
严字当头，力求实效，扎实推进
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三是要进一步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厉行节约，严禁铺张
浪费行为，严控“三公”经费。

永州市：召开市直机关妇委会工作会议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熊锦星）马年伊始，春寒料峭。
2 月 12 日，永州市妇联召开一年
一度的市直机关战线妇委会工作
会议。会议由市妇联副主席唐羽
主持。市妇联主席黄薇发表讲话，
对永州市妇联 2014 年度工作要
点、庆“三八”系列活动、首届

永州市“十佳好媳妇”评选等工
作做了通报说明，组织各位主任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收获了一
些加强市直机关妇女组织建设
的建议对策，为进一步增强机关
妇女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
高机关妇委会服务社会与服务妇
女的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武冈市：精心筹划“三八节”系列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程佳）2 月 8 日，邵阳武冈市妇
联结合上级妇联组织总体部署及
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精心
筹划了“三八”节期间系列纪念
活动。一是召开“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 104 周年纪念暨表彰
大会；二是举办“垃圾不落地 武
冈更美丽”演讲比赛；三是走访
慰问贫困妇女、孤残儿童，开展

送温暖送爱心活动；四是召开各
界优秀女性代表座谈会畅谈心
声，为武冈发展献计献策；五是
开展“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
六是召开“妇女之家”示范点现
场交流会；七是在新闻媒体开辟
女性法律法规宣传专栏和“三八
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专题宣
传；七是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巾帼志愿者服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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