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酒类溯源《随附单》管理
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溯源平台”）
今天在长沙正式上线，消费者通过
手机短信，即可方便快捷地获取到
所购买的酒类的相关信息。

据省酒业协会介绍，“溯源平
台”是运用“互联网+”来服务行业
经营和管理，只有合法的酒类生产
商或具备资质的酒类进口商方能

进入“溯源平台”，通过“溯源平
台”，酒类消费的《随附单》不仅可
以开给经营者， 也可以开给消费
者，实现电子溯源。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溯源平
台”未来还可以扩大服务范围，对
其它行业（如乳制品、婴幼儿奶粉
等）进行溯源管理，只要通过技术
迭代， 便可对整个食品行业提供
相关管理与服务。

酒类消费可网上溯源
“溯源平台”未来可适用于乳制品等食品行业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跃初） 日前，第
十三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
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湖南路桥集团
参建的常德至吉首高速公路项目
获奖。至此，“路桥湘军”已是第七
次获得詹天佑奖。

詹天佑奖是中国土木工程领
域的最高奖项。奖项涵盖了建筑、
桥梁、轨道交通、公路等土木工程
行业的各个领域。 本届詹天佑奖
从154个申报的项目中评选出38

个获奖项目， 其中公路工程仅2
项。

湖南省常德至吉首高速公路
项目全长223.7公里，湖南路桥集
团在常吉高速公路项目承建了
包括土建工程、路面工程和交安
工程共19个标段，通过创新设计
理念，强化科研攻关，加大施工
控制，严格项目管理，建成了最
美、 最安全的山区高速公路，体
现了同期国内高速公路建设的
最高水平。

“路桥湘军”
七获詹天佑奖
常吉高速项目再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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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张
尚武 通讯员 李柏槐） 土地流转加
快，合作社、大户种田成主流，农业
机械广泛取代人工。省政府日前下
发通知， 要求各级各部门加强引
领、大力扶持，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

省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省
农机总动力达到7000万千瓦。水
稻、油菜、油茶、玉米、棉花、蔬菜、烟
叶、茶叶、薯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55%以上；养殖业、
林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逐年提升。
全省耕地机耕道通达率达60％以
上。全省财政扶持建设5000家现代
农机合作社。

围绕发展目标，湖南农机主攻

四大方向。 一是加速推进水稻油菜
生产全程机械化。 持续提高水稻机
耕、机收水平，提升育插、植保、烘干
等环节的机械化作业能力。 二是积
极推进经济作物和林果业生产机械
化。重点推进开沟覆土、挖穴、旋耕、
除草、施肥、植保、采收、运输、贮藏、
保鲜等机械化作业。 三是着力提升
养殖生产机械化。在自动投喂、防疫
设施、粪污处理、控温控湿、无害化
处理和池塘清淤等方面， 积极推广
应用先进农机设备。 四是推进设施
农业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机械
化。因地制宜推广钢架大棚、连栋温
室， 提高设施农业的机械化装备水
平； 推行农作物秸秆还田和收集压
缩成型等机械化综合利用。

来听听提前体验地铁1号线市民的心声———

“宝宝好开心！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曹
娴）炎炎夏日，我省中小微企业迎
来一批“福利”。在今天举行的湖南
省第二届中小企业服务对接会上，
由省经信委编制、首发的《扶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政策指南》，将印发1
万册，直接送至各大企业、园区。现
场，全省“万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
律体检”活动宣布启动。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惠企政策
不少，但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还不
够。通过对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
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各类扶持政策
进行梳理，这本政策指南共收录了

12类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411个，内
容涵盖创新创业、 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企业转型升级、税收优
惠、财政资金改革与申报、投融资、
市场拓展和信息化建设、技术创新、
基地平台及服务体系、 产业支持发
展等多个方面， 并对其中的百余个
政策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 省内中小企业还可登
录湖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免费报名参与由省经信委组织的
“精准服务进园区”、“腾飞杯” 管理
升级、“中小企业+互联网”等主题公
益服务活动。

湖南为中小微企业
送“福利”
提供政策指南、免费法律“体检”、公益服务活动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曹
娴）服务机构与中小微企业如何精
准对接，对企业困难“一击即破”？6
月23日，由省经信委主办的湖南省
第二届中小企业服务对接会在长
沙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省的400多
家企业参会。

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在
会上发布了《2016年度平台网络公
益服务产品》， 包括47家服务机构
的76个公益服务产品和210个公共
服务产品，囊括信息服务、法律服
务、管理咨询、融资服务、创新创业
服务、人才培训、市场开拓及综合
类等八大类别，帮助中小微企业降
低“找服务、用服务”的交易成本。

现场，阿里巴巴、猪八戒网、好
采猫等机构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对

接； 湘通企业发展管理研究所等16
家机构和企业成功签约。其中，从事
工业除尘设备生产的伊仕环保科
技， 通过拾牛网络科技提供的专业
服务，成功打开互联网营销“大门”，
销售收入不到2年即翻了一倍，原本
为零的网络业绩目前已占总收入近
3成，双方今天正式签约开展后续深
度合作。

据介绍， 所有的公共公益服务
产品都将发布在“96871商城”，中小
微企业可在线选择服务产品， 也可
拨打“96871”服务热线咨询。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表示，我
省中小企业量大面广， 仅靠政府相
关部门的服务远远不够， 有必要建
立专业化服务平台、 联合各类服务
机构共同来做好这件事。

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源携手

公共公益服务产品
精准对接中小企业

我省钢材出口今年首增
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取得显著成效，但

钢材出口价格跌至三年新低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通讯员

吴雅丽 记者 彭雅惠）5月，我省钢
材出口探底“反弹”。今天，记者从长
沙海关获悉，今年以来，全省钢材
出口量一路下滑，从1月出口11.7万
吨到4月出口跌破10万吨，但5月出
口量回升至12万吨，达到年内单月
最高值，同比增长4.4%，实现了我
省钢材出口今年以来首次增长。

海关统计显示，“一带一路”沿
线新兴市场已经成为我省钢材出
口的主要流向地。1至5月， 全省累

计向“一带”沿线西亚国家出口钢材
10.9万吨， 占出口总量的20%；向
“一路” 沿线东南亚国家出口钢材
8.7万吨，占出口总量的15.8%。韩国
则是我省钢材最大出口国， 前五个
月我省向韩出口钢材19万吨， 占同
期全省钢材出口总量的34.6%。

在出口体量“反弹”同时，我省
钢材出口均价持续震荡下跌，1月份
出口均价为4105.6元/吨， 到5月底
已跌至2960.4元/吨， 创三年来新
低。

湖南农机化主攻四大方向
到2020年，全省农机总动力达7000万千瓦

6月23日下午， 湖南农
业大学， 执法人员和食品
安全监督员一起检查校园
内的餐饮及食品门店。 当
天，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
道联合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区工商、 城管等部
门开展食品安全校园行活
动。 邀请居民和大学生代
表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一起对大学校园内的餐饮
门店进行检查和督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韬 摄影报道

食品安全
校园行

找准服务“坐标系”
———看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如何把服务做深做透

刚迎来12周年行庆的浦发银
行长沙分行，眼下又传喜讯：在浦发
银行全国系统内， 该行服务评级已
连续3年排名第一位，并在中国银行
业协会、 湖南省银行业协会的服务

评级中连获佳绩。
作为中部地区分行，能把服

务做深做透并蝉联系统内第一，
是颇为罕见的。 记者采访了解
到，在互联网金融大发展 、客户

消费需求和行为模式大变化的
背景下，传统银行的优势更多体
现在实体网点；而围绕实体网点
提升服务，又成为转型升级的关
键。

“互联网+”来势汹涌，以科技
驱动创新，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一直
在探索。

针对客户反映多的外币兑换网
点寻找难、支持币种和票面少等“痛
点”，该行上线了“外币现钞预约服
务”。通过手机客户端选择需要兑换
的币种、金额和票面后，即可约定进
行外币兑换，最多支持美元、欧元、
日元等9个币种。

当前， 实体网点是银行服务客

户、经营管理的前沿阵地。在浦发银
行长沙分行看来， 要以优化客户体
验为“尺度”，作为新一轮网点转型
的立足点。

为流程做“减法”。过去，新办借
记卡、 联动开通网银和手机银行的
流程很繁琐。客户填表、柜员录入、
逐一核对，整个过程客户要签署5张
申请书或确认单， 耗时20分钟以
上。而该行开展智能化改造后，只需
客户一次签字，业务办理完成仅有2

张凭条。
为服务做“加法”。该行将最初

的服务“三步曲” 升级到“七步
曲”，即“举手迎、笑相问、礼貌接、
及时办、 巧分流、 提醒递、 目相
送”，对每个步骤应该说的话语都
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全面推进6S
标准管理体系， 大到业务处理流
程、员工岗位职责，小到每个位置
的物品摆放、 每个抽屉的功能分
类都作了规定。

从2014年至今，浦发银行长沙
分行先后有星沙支行、 郴州分行营
业部、湘潭分行营业部、株洲支行营
业部4个网点晋级“中国银行业文明
规范服务五星级示范网点”。以“星
级、千佳、百佳”示范网点创建为抓
手，该行修炼内功，打造客户服务体
验与员工体验俱佳的标杆网点。

不仅如此， 从设立麓谷科技支
行，以金融支撑科技创新；到设立全
国首家生物医药专业支行， 助推长
沙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再到设
立汽车生产及零部件制造特色化支
行……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推行专业
化、特色化经营，服务地方经济越来
越有“深度”。

在做好传统信贷服务的同时，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更注重借力总
行的金融服务优势和资源，以“融
资+融智”的投行思维，应用“股、
债、贷”等多元化金融服务模式，用
于省内基础设施建设、国计民生重
大项目等。

如该行探索银政合作新模式，
于2014年在全国率先设立“长沙城
市发展基金”，以200亿元信贷资金
支撑政府在国企改制、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重点工程等方面的资金需
求。同时，率先推出首单认股选择
权业务，积极探索“商行+投行”的
转型。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赵书生

6月初的清晨，浦发银行长沙分
行紫薇路社区支行已是人头攒动。
“娭毑快看，杯子上有我们的照片！”
5岁的琪琪兴奋地叫着。原来在端午
节时， 该支行在社区里举办了一个
“‘靠浦’粽乡情，邻里一家亲”活动，
免费为居民们拍摄家庭合影， 并把
照片印在杯子上，送给大家留念。

主动融入市民生活圈， 不时为
客户制造小惊喜， 浦发银行长沙分
行30家社区银行就这样扎根街头

巷口，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在社区银行大堂里， 没有冷

冰冰的玻璃柜台， 没有机械的叫
号声，没有严肃的一米黄线。取而
代之的，是免费提供的雨伞、医药
箱， 还有专门给老年人提供的老
花镜。

“我们这一片的老年人居多，
需要多提供上门服务。”浦发银行
长沙分行紫薇路社区支行行长陈
宏良说， 每次上门的时候他们都

会带上相关设备，尽量保证服务一次
到位。一开始大家还有顾虑，误以为
上门服务会收费，时间久了，社区居
民成了好朋友，有事没事都会邀请他
们去家里坐坐。

各家社区银行还立足自身所在
片区特点，如高桥小微支行重点推广
POS贷等创新金融产品；科大佳园社
区支行的工作人员则通过自学相关
政策，为客户提供移民投资服务。

布局社区银行，提供有“温度”的服务1

科技驱动创新，以优化客户体验为“尺度”2

融资+融智，
服务地方经济有“深度”3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李
伟锋 通讯员 李萍 侯建明）受高温
天气影响，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连连攀
升。来自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的数
据显示，6月22日湖南电网最高负荷
达到1946万千瓦，日用电量3.92亿千
瓦时，均创今年入夏以来新高。

为确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
运行， 国网湖南电力提前制定了详
细的工作方案， 要求全省各市州供

电公司充分做好事故预案和管控措
施，加强设备巡视。各级调度中心密
切监控电网运行状况， 加强供需形
势和电力平衡分析， 科学合理安排
电网方式。 客户中心、95598� 热线
及时解决客户用电难题， 积极做好
客户服务工作。

目前，全省电煤库存312万吨，
各大水库水满， 电力供应及电网运
行安全、平稳。

1946万千瓦！
电网负荷创入夏以来新高

陈永刚 曾迪

6月23日，大太阳，气温高得有
点受不了，可这挡不住长沙市民“尝
鲜”的脚步。一大早，长沙地铁1号线
一期工程的各个站点， 参与免费试
乘活动的市民络绎而来。

市民纷纷叫好

“今天地铁1号线试乘，儿子专
门开车把我们送到地铁站， 让我们
去中信广场走走。”60岁的向定志
跟老伴胡世龙带着1岁半的小孙子，
高兴地坐上了从开福区政府开往尚
双塘的地铁。他们住在北辰三角洲，
平时都是儿子开车一家出游， 要是
中途遇上堵车， 经常大半天都花费
在路上。今天他们特意来试乘地铁1
号线，觉得很舒服很凉爽，1岁半的
小孙子笑呵呵地喊：“宝宝好开心！”

在侯家塘经商的李鸿飞告诉记
者：“我家在省政府桂花坪附近，平
时开车回家最少也得花20多分钟，
而且每次基本上都碰上堵车。1号线
开通后，楼下就有地铁口，我决定以
后少开车多乘地铁，方便又环保。”

他们是有功之臣

在长沙地铁1号线5年多的建

设过程中，沿线的拆迁户 、商户
以及建设者们都为之作出了贡
献 。今天，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
也把他们的代表请到了试乘现
场。

市民吴祖常家拆迁之前，工作
和生活都在潮宗街，因为地铁建设
和打造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的需
要，吴祖常和其他2000多户居民不
得不搬离这个他们住了几十年的
老街区。吴祖常说，尽管舍不得老
房子，但是拆迁也给他家带来了改
善居住环境的好机会。之前，他们
一家三口住在48平方米的小房子
里；拆迁后，他们买了开福区一套
地铁1号线周边的房子，“新房是高
档小区，95平方米， 上班上学都很
方便。”

四川人杨坤作为地铁1号线5
标的项目经理，5年多的时间里，
经历了多少建设难点， 他心里最
清楚。

“尤其是步行街地下的盾构条
件很困难，地质条件复杂，每隔5米
就是不同的地层，离湘江又近。”杨
坤说，正是因为这么困难，在最终
攻关成功时，现场的每个人都流下
了眼泪。“长沙地铁在国内很上档
次，地铁站宽敞明亮，地铁列车平
稳舒适， 我能为长沙人民做贡献，
感觉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