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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林俊）我省的机场食品是否安全？飞机餐
能不能吃得放心？今天，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举行的“食品安全口岸行”活动上，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对这些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出回答。

我国法律规定，国境口岸食品、停留在国
境口岸的出入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和饮用水
及其储存供应运输设施， 均由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依法监督管理。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作为国家一类航空口
岸，是中部地区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今年前5

个月完成旅客吞吐量947.64万人次， 在全国
机场中名列前茅， 机场内餐饮企业和航空配
餐企业每天都要为数万南来北往的海内外乘
客提供食品。

“不论是在机场餐馆用餐，还是在飞机上
享用湖南空港航空配餐，这些旅客都算‘吃在
黄花机场’， 我们要保障他们的食品安全。”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航
空食品种类繁多，工艺流程复杂、生产保存要
求高、运转周期长，卫生质量控制比一般食品
困难，为履行好职责，该局对口岸餐饮企业和
航空配餐企业从环境卫生、食品原料采购、储

存、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从业人员健康证管
理及卫生知识培训等方面实行全链条、 全信
息监管，并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据介绍，2016年以来， 长沙机场口岸仅
发现3起食品安全问题， 分别在香港某航空
公司入境航班上发现过期雪碧及啤酒，在越
南某航空公司入境航班上发现过期待售薯
片，在韩国某航空公司入境航班上发现过期
米酒。

长沙机场口岸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航
空配餐企业则保持了良好纪录，上半年共配备
航空食品434万份，未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王晗）企
业有意投资兴业， 能否更便捷地与政府职
能部门取得联系？企业符合优惠政策条件，
能否更顺畅地向政府申请到位……今后，
这些问题在湖南湘江新区都将得到解决。
记者今天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获悉，湘
江新区将构建“沟通面对面、服务零距离”
常态化机制，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米”。

据介绍，湘江新区将把政务服务大厅变
为新区领导干部的“会客厅”，变“企业上门
找”为“政府开门迎”，让企业办事“找得对
门、找得对人”作为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
米”的关键举措。7月12日上午，长沙市委常
委、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曹立军，将在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现场为企业解难题。

曹立军表示，新区正处在招商提效、项
目提速、创新提升、发展提质的关键期和黄
金期，尤其需要构建“亲”上加“清”、公正透

明的政商关系， 以政企合力掀起新一轮发
展热潮。接下来，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
成员，各部门（单位）、平台公司相关负责人
将轮流坐班，建立常态化面对面沟通机制，
把服务接待室作为常态化办公室， 实打实
地为企业服务。

活动前，新区将通过主流媒体、官方网
站、 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告坐班领导
信息。同时为更好地服务企业，新区相关部
门将提前与企业对接，了解企业所需、列出
问题清单，提高服务有效性和针对性。对于
来访企业，新区工作人员将全程引导接待，
对现场能处理的问题， 由当日坐班领导直
接解答或解决；对情况复杂的问题，由坐班
领导提出办理意见， 交由相关责任部门处
理，一般事项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情况较
复杂的事项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或给予
答复。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文）在长
沙市住建执法局指导下， 长沙目前最大的
地产经纪机构———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
连锁有限公司采取一系列措施自行整改。
长沙市住建执法局3月10日以来，组织开展
了全市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专项检查行
动，共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164家，下达各
类执法文书87份，48个项目被曝光。

截至6月底，该局共对164家房地产经
纪机构进行358次检查， 对存在问题的新
环境、中环、京兆等4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

（门店）进行了曝光。据该局负责人介绍，目
前， 房地产经纪机构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
普遍为:分支机构无备案，工作人员无经纪
人资格证、 合同无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两
名经纪人协理签名， 无房主授权委托书和
房源信息台账，未公布举报电话、合同范本
等信息。

该局负责人介绍， 长沙还将对前期检
查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回头看”， 对相关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逐一
跟踪督查。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龚敏 杨红伟） 记者昨日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为建设人民满意交通，擦亮服务窗口形
象，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将启动“厕所革命”，
对已投入运营的265座服务区卫生间进行改
造升级。力争在明年年底前，根本上改变全省
高速公路服务区卫生间服务容量不够、 管理
机制不顺的现状。

根据前期摸底调查， 全省高速公路有44
对服务区的厕位数不能满足节假日使用需
求，有5对服务区的厕位数既不能满足日常又
不能满足节假日使用需求， 还有35对服务区
不同程度存在供水量不足、水质差等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文伟介
绍， 湖南近年来通过开展服务区管理专项治
理，公共卫生间的卫生状况、功能设施等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提升，但离人民群众的需
求还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差距。此次“厕所
革命”将覆盖全部服务区卫生间，在建、新建高
速服务区卫生间的建设要按新标准执行。

参照国家旅游局《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
南》、交通运输部示范服务区标准及外省实践
经验， 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卫生间将分为标
准类、示范类两个质量等级。

按要求，“厕所革命”将分类实施，大力创
新。 用创新的办法彻底理顺高速公路服务区
的管理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 重新明确划分
责任主体， 突出市州管理处在高速公路服务
区“厕所革命”行动中的主体责任。将研究制
定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和服务标准， 做到设
施设备统一、标志标识统一、服务项目统一。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何勇 李寒露）今
日，记者从常德市发改委获悉，从7月1日起，
该市再次取消、 停征一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今年来，已累计取消涉企收费70项。上半
年，共为全市企业减轻负担2.18亿元。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减轻企业负
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让实体经济健康有序
发展的要求，常德市积极作为，推出了多项措

施。市发改委在先后两次取消、停征一批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基础上，放开房地产价
格评估、土地价格评估、代办外国领事认证签
证、 非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等36项服务性收
费，取消地籍档案资料信息咨询费等5项收费，
并将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量目录电价每千
瓦时下调0.0157元，降低新开户企业主干管网
设施建设费收取标准，减轻了企业负担。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今日， 因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停牌
了20多天的华菱钢铁开盘涨停，截至今天
下午3时收盘，该股涨4.88%，报收4.08元。
盘后数据显示 ， 该股当日净流入资金
4931.19万元， 其中主力净流入资金达
3921.59万元，流出资金0元。

当日沪深两市共计21只个股涨停，其
中周期股表现强势， 包括华菱钢铁在内的
钢铁板块领涨。

中国钢协常务副会长顾建国表示，
2017年国民经济实现了良好开局，特别是

化解钢铁过剩产业、清除“地条钢”工作持
续深入推进， 为钢铁行业平稳运行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推
动钢铁行业快速增长，价格走势强于成本，
助推行业业绩持续改善。

国金证券研究员杨件发表研究报告
称，华菱钢铁2016年亏损11亿，在供给侧
改革初显成效、 行业盈利回暖的背景下，
2017年轻装上阵，上半年业绩预告实现净
利润9至10亿元， 预计全年有望实现净利
润18至20亿元， 目前在钢铁股中估值较
低，具备投资价值。

吃在黄花机场，大可放心
上半年配备航空食品434万份，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湖南高速公路
开展“厕所革命”

265座服务区卫生间将改造升级

沟通面对面 服务零距离
湘江新区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米”

长沙重拳整治房地产中介违法行为
43家中介机构被曝光

华菱钢铁复牌首日开盘涨停
该股涨4.88%，报收4.08元

常德上半年为企业减负2亿多元

7月10日，黔张常铁路龙山县车树村1号特大桥建设工地，在晨雾和朝阳的衬托下，美丽如画。黔
张常铁路西起重庆市黔江区，东至我省常德市，线路规划总长340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为客货共
线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自2014年开工建设以来，工程进展顺利。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朝阳中的建设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