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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敏坚 刘文韬
通讯员 施泉江

【档案】
43岁的年龄 ，24年的工龄……衡

阳市裕民煤矿开拓队队长欧建春 ，把
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煤矿。 他平均
每月下矿井25次以上， 是全矿有名的
“三多职工”： 出勤最多、 下井次数最
多、在井下工作时间最多。 他率领全队
职工安全 、优质 、高效地开拓了6万米
岩巷 ，创建了756个优良工程 ，杜绝了
不合格工程。 2012年6月，他被推选为
党的十八大代表。

【故事】
欧建春的双手 ，生动地 “记录 ”着

煤矿工人的辛苦：黝黑而粗糙，手指关
节明显变形， 皮肤里嵌着一个个青色
的斑点，10个手指的指甲磨得很短，部
分指甲还有缺损的痕迹。 这些，都是长
期在井下开矿留下的烙印。

虽然矿井的岩石坚硬， 但欧建春
的工作作风更“硬”。 一次，他受命两年
内完成2.3公里工程量的矿井开拓任
务。 这项工程相当艰难，不仅运输距离

远 、下山多 ，而且要在厚煤层中穿过 ，
压力相当大。 但他毫不犹豫地接过了
这一重担。

当欧建春带队所挖的巷道进入到
厚煤层时，头上的顶板破碎，倒空成一
个大窟窿， 上面的碎矸石和粉煤掉落

不停，人进去几乎都睁不开眼。 欧建春
猫着身独自进入， 用密集标栓止住纷
纷下落的煤矸， 再将煤矸一篓篓地装
进矿车运走，最后用老木和料石接顶。
连续工作22个小时，终于将漏洞堵住，
确保了工程进度。

在安全问题上，欧建春总是“斤斤
计较”。 他常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
要。 在煤矿，多一份细心，就多一份安
全的希望。 ”

一次，他接班下井后发现，工作面
的岩石出现部分断层， 可工友们没有
安装临时支护就进入工作。

“临时支护是保证岩巷开拓安全
的重要措施， 你们怎么能图省事不顾
自己的安危？ 万一出事怎么办？ 都给我
先上去！ ”欧建春又气又急，果断指挥
工友迅速撤离。 就在所有人员安全撤
离后不到5分钟，一块重达几千公斤的
岩石掉了下来， 就砸在工友们刚刚作
业的区域！

欧建春抓出这个典型的安全事
例，在全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并制订
和落实一系列安全措施， 使职工的安
全意识和安全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 。
24年来，他所在班、分队或者队从未发
生任何安全事故。

【感言】
欧建春：煤矿是我的家。 我在这个

岗位上只有干好工作， 才对得起这个
家，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禹振华

从山东来长沙红星水果市
场卖西瓜的果商徐万琴，3天时
间卖西瓜赚了1700多元，却被市
场方扣除各种费用1620元，最后
只赚了一百多元。据8月18日《湖
南日报》报道，省物价局为此决
定从现在起到年底，在全省全面
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收费专项
清理规范工作。

卖3天瓜 ，9成多的收入被
批发市场拿走。 这让人想起了
著名的《卖炭翁》———一车炭，千
余斤……半匹红绡一丈绫 ，系
向牛头充炭直。

物价上涨，如果是单纯受市
场的影响， 老百姓自然也能承
受，如果是因为批发市场“欺行
霸市”导致，就任谁都无法接受。
稳定物价，破解“菜贱伤农，菜贵
伤民”的矛盾，不仅要在种植环
节和物流环节采取降低成本的
措施，还得在销售环节以“零容
忍” 态度严查批发市场乱收费。
监管不到位，打击不严厉，就可
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保护伞”。

自从国家推出市场管办分
离的政策后，市场投资建设主体
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很多民办
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大
大丰富了市场。但由于民办市场
以盈利为目的，市场开办方拥有
对摊位费、占地费、进场费等收

费的较大自主权，市场收费普遍
存在着乱和重的现象，随意性很
强，商贩对此颇有怨言。

对于这类现象，必须明确一
点： 不论谁是批发市场投资主
体，都必须接受政府指导、市场
监管，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经营者的合理利润，社会才
能公平和谐。 乱收费的批发市
场，侵犯的不只是商户的合理利
润， 最终还是让消费者买单，也
是高物价的直接推手。

当前， 物价仍在高位运行，民
众生活负担不轻。物价部门打击市
场的各种乱收费， 甚至违法行为，
致力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和交易秩
序，通过强化执法、监管，降低市场
交易成本，最终就能起到稳定物价
的效果，也具有法理上的正义性。

蔬菜、水果等批发市场的乱
收费名目繁多，因为乱收费而引
发的商户与市场管理方的冲突
屡见不鲜，也严重危害了社会的
稳定与和谐。 为什么各地流动商
贩占道经营屡禁不止？ 为什么他
们宁可冒被查处罚款的风险，也
不进入批发市场守法经营？ 原因
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承受不起名目繁多的乱收费。

“赚1700多元被收走1620
元”，自然只是极端的个案。但这
样的个案刺痛了社会，如果任由
其发展下去，只会把民生市场搞
得一片狼藉。

� � �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罗永 邹诗惟 胡鄂南 ）
今天下午，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
主题为 “中国边检 ，阳光国门 ”的
中国边检服务品牌推介活动在全
国同步展开。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
了设在长沙黄花机场的湖南主会
场的活动。

近年来， 我省出入境人员和
交通运输工具呈持续快速增长态
势， 从1990年口岸开放时的每年
出入境人员1万多人次、交通运输
工具110多架次，增至2011年的68
万多人次、4000多架次，数量增长
近6年一直位居中部6省的首位 。
湖南公安边检机关确立了“人本、
专业 、安全 ”的服务理念 ，不断优
化边检政策、改善通关环境，先后
推出28项便民措施， 为人民群众

带来了方便和实惠， 在出入境流
量屡创新高的情况下 ， 确保了
95%的旅客候检时间不超过25分
钟，展示了湖南口岸的良好形象。

何报翔指出， 全省边检机关
要牢记承诺、用心服务，自觉践行
服务承诺，传承服务品牌理念，确
保服务对象得到优质、 高效的通
关服务 ；要回应期待 、用情服务 ，
积极回应出入境对象的新期待 、
新要求， 多推便民利民的服务措
施 ，做到 “既讲法 、又重情 ”；要敢
于担当、用心服务，发扬部队优良
传统，与联检单位共同努力，推进
口岸 “舒畅工程 ”，提升口岸整体
服务水平； 要相互支持、 密切协
作，边检机关要与各有关单位、涉
边企业、新闻媒体加强协调，共同
促进口岸繁荣发展。

� � �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周月桂）
伟鸿杯第七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
节将于9月27日在湘潭开幕，届时，
可申报吉尼斯纪录的世界最大菜
品 “毛氏红烧肉 ”和世界最大点心
“湘莲月饼”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
七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新闻发
布会今天在湘潭举行。

据介绍，本届美食节由省政府
主办，湘潭市政府、省商务厅、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餐饮行业协会共
同承办，主题为“湘菜魅力、世界品
味”，向世界展示湘菜的魅力，加快
湘菜走向世界的步伐。 美食节开幕
式上，将邀请上海吉尼斯总部工作
人员到场 ，共同见证万人同吃 “湘
莲月饼”这一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诞
生。 除开幕式外，本届美食节的主
体活动还有经典湘粤菜大师宴、伟
人名人宴席菜系挖掘整理与发布、
台湾美食周、“湘菜香飘联合国”选
拔赛以及湘菜食材 、酒类 、调味品
展销等。

湘菜属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蕴
含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 中国湘菜
美食文化节作为推动湘菜发展的
重要平台，自2006年至今已成功举
办六届， 成就了湘菜产业从300亿
向1000亿的跨越，打造了湘菜产业
最具影响力的节会品牌。

欧建春：每月下矿井25次以上

通讯员 李喜平
本报记者 周月桂

【新闻背景】

“电商”掀起价格战
8月14日，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在

微博中爆出， 京东商城所有大家电将
在未来3年内保持零毛利 ，并 “保证比
国美、苏宁连锁店便宜至少10%以上”。

此言一出， 对手苏宁易购即通过
微博宣布， 包括家电在内的所有产品
价格必然低于京东。

国美方面随即表示 ，15日9时起 ，
国美电器电子商城全线商品价格比京
东低5%。

一场电商 (电子商务)“三国杀”就
此拉开序幕。 随后当当、易讯、库巴也
不同程度加入混战。

【记者观察】

线上比对，很难较高低；
线下比较，“电商”略便宜
8月19日，电商“价格战”已经打响

5天。
然而， 战斗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

那么激烈。 第三方比价网“一淘”数据
显示， 价格战挑起者京东商城降价产
品比率不大，8月15日9时与8月14日大
家电类目整体数据对比显示 ， 京东
2200多件商品中仅78件商品降价。

据记者观察，从14日至19日，京东
商城虽然个别产品降幅达600多元，但
平均降幅不大，大多数产品维持原价。
此外， 几家电商的价格差距并不大，3
家价格在不同型号上价格各有高低 ，
并没有绝对的谁比谁低， 大多数商品
相差仅10元左右，有的相差甚至只有1
元。 另外，3家在售商品中同型号的很
少，重合率不高，因此比对也很难。

以平板电视为例， 记者17日观察
到， 索尼一款40英寸KDL-40H×750电
视， 京东与苏宁易购价格均为6499元；
松下42英寸TH-P42×T50C电视， 京东
5099元，国美商城5088元,但长沙缺货，
苏 宁 易 购 检 索 不 到 该 产 品 ；
TCLL43F3390A-3D电视，京东检索不到

此款，国美商城3999元，苏宁易购4399元
。

线上价格战如火如荼， 线下商家
也不甘落后。

8月17日，长沙通程电器在芙蓉中
路推出了 “厂价直销抢购会” 促销活
动，广告牌上写着“买家电、到通程、省
到底”。 记者在现场比对，TCL一款43英
寸的L43F3390A电视，通程线下的最终
售价为4590元 ，而线上的 “三国 ”价格
分别为：京东4399元，苏宁易购4399元，
国美商城3999元。

记者同时也对比了其他类型的产
品，整体来说，实体店比线上要贵些。

【消费者声音】

便宜难享，
长沙市民淡定围观

从价格战打响的第一天起， 在省
会某出版社上班的唐小姐就开始在网
上为她的新家物色家电了。

“不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消费者是
好事，我们的选择更多了。 ”唐小姐认
为只要选择全国联保
的家电产品， 便可以
放心在网上购买 ，而
且价格便宜， 购买方
便。

不过， 令唐小姐
失望的是， 降价的商
品只是很少部分 ，她
原本看中的家电中有
一款彩电在京东降价
幅度较大， 却显示长
沙缺货。

据中央电视台新
闻频道16日新闻 ，各
大电商缺货率为京东
29.63%, 国美12.76%,
苏宁11.12%。

失望之余， 唐小
姐认为， 这场看似轰
轰烈烈的电商价格战
不过是个吸引流量的
噱头，商家有失诚信。

更多的人对这场
电商价格战则持谨慎
观望态度。

“京东价格是便宜，但经常出现缺
货 ；苏宁易购经常爆仓 ，售后服务差 ；
国美家电少。 ”市民陶先生表示，此番
价格战自己一直在观望， 他对低价竞
争态势下的售后服务表示担忧。

在长沙通程促销活动现场，TCL长
沙分公司的业务员孙建业表示：“我们
的活动并没有专门针对正在进行的‘电
商’大战，现在属于淡季，我们是看市做
活动，其实线上拼的是价格，而线下则
更注重服务，如送货、安装、维修等。 ”

现场咨询的林女士称， 家电毕竟
是 “大件 ”，在实体店买更放心 ，“在网
上买，万一有质量问题，大件退起货来
也麻烦。 ”

看起来， 家电网购在长沙还未成
大气候。

【专家提醒】

网上购“大件”，务必索发票
号称 “史上最大规模电商微博营

销大战” 的家电网购价格大战仍在持
续，对于那些持币待购的消费者来说，

如果能捡到便宜，当然是一桩美事，只
不过家电产品价格动辄数千上万 ，下
手不能不谨慎。

对此，业内人士提出了3个建议：
首先要注意网购安全。 网购过程

中，首先要认准正规商城，提防钓鱼网
站以超低价商品吸引消费者输入银行
账号密码等隐私资料； 建议尽量使用
货到付款支付方式。 使用在线支付时，
在输入银行卡号、 支付账户名、 密码
前，应注意观察支付界面、流程有无异
样，尽量使用担保交易。

二是先验收再付款。 验货的时候
先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 另外家电
外包装箱上都有产品出厂的唯一条形
码，确认这个条形码是否存在，接下来
检查包装里的保修卡、 使用方法说明
书、 安装使用注意事项说明书等是否
一应俱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务必索要正
规发票，以备维权。 一般来说，行货或
正牌货都配有正规发票， 如果网上购
买的商品不能为用户提供正规发票 ，
那么提醒消费者还是谨慎点。

� � �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彭业忠）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近日
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共分10部，约300万字。 包括《湘西
土家族毛古斯舞 》、《湘西土家族
织锦技艺 》、《湘西苗族银饰锻制

技艺》、《湘西苗族古老歌话》 等，
将湘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调查
报告、 资料汇编、 研究专著三大
块 ，列民俗 、文学 、戏剧 、舞蹈 、音
乐、语言、建筑、工艺美术、传统体
育等9个系列，从中精选有代表性
的项目进行整理汇编成书。

� � � �本报8月19日讯 （胡云霞 徐
亚平） 今年岳阳地区早籼稻收购
开秤较往年提前10多天， 收购进
度快，价格平稳。 截至8月19日，该
市已累计投放粮食收购（轮换）贷
款3.1亿元， 同比多投放1.8亿元，
增长138%；支持企业累计收购（轮
换 ）粮食2.1亿公斤 ，同比多收1.2
亿公斤，增加133%。

今年， 岳阳地区早籼稻商品
量约5亿公斤， 市场收购量约3亿
公斤。 早籼稻市场价远高于国家
的最低收购价， 夏粮收购仍以市
场性收购为主。 农发行岳阳市分

行准确把握收购形势和收购节
奏 ，争取多收粮 、收好粮 ；坚持用
政策性收购指导粮油市场性收
购； 重点支持中储粮和地方储备
粮轮换收购， 积极支持国有粮食
企业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开展收
购，充分发挥其收购主渠道作用。
该行共认定24家粮食企业收购贷
款资格，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粮
食企业有16家， 向这16家企业共
投放贷款1.72亿元，支持收购（轮
换）粮食1.2亿公斤，分别占投放贷
款总额和累计收购量的 55%和
57%。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零容忍”严查市场乱收费
� � � �乱收费的批发市场，侵犯的不只是商户的合理利润，
最终还是让消费者买单，也是高物价的直接推手

“中国边检，阳光国门”
边检服务品牌推介活动举行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出版

岳阳投放粮食收购贷款3亿元

� � � �图为欧建春正在井下作业。 通讯员 摄

第七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9月举行
世界最大菜品和最大点心将现身湘潭

� � � � 8月19日，第七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在湘潭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家电电商“三国杀”
长沙市民淡定围观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