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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阿斯塔纳7月17日电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王建军）哈
萨克斯坦当地时间7月17日下午，
“中国张家界（阿斯塔纳）丝路驿站”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揭牌，
这是张家界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创新国际旅游文化经贸合
作新模式迈出的实质性步伐。

当天， 欧亚-阿斯塔纳旅游有
限公司、 阿勒泰环球贸易公司与张
家界天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

了旅游合作签约。
今年6月，阿勒泰环球贸易公司

总经理努尔兰·库克买提，专程赴张
家界考察对接搭建丝路驿站的可行
性。 建设丝路驿站的构想也迅速得
到了欧亚-阿斯塔纳旅游有限公
司、 俄罗斯圣彼得堡俄中商务园和
张家界国际商会、 张家界相关旅游
经贸企业的积极响应， 迅速开启了
前期合作筹备。 阿勒泰环球贸易公
司还依托其母公司的资源， 与张家

界旅游机构开展了新疆旅游集散地合
作、中亚丝路旅游线路的设计、经贸文
化合作交流设计等实质性工作。

张家界市副市长欧阳斌表示，张
家界将“丝路”和“驿站”这两个概念融
为一体，在阿斯塔纳建立第一个“丝路
驿站”，不仅可以联通张家界和哈萨克
斯坦等中亚国家众多的旅游、经贸、文
化企业， 成为联通多国多地企业交流
合作的“纽带”和“桥梁”，还可以打造
成为张家界对外宣传、旅游营销、经贸

合作、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张家界
将在“一带一路”国家全面建立丝路
驿站，促进张家界旅游经贸文化的国
际化合作。

欧亚-阿斯塔纳旅游有限公司总
经理阿达衣·赛肯说， 公司将借助张
家界（阿斯塔纳）丝路驿站的平台，与
张家界长期合作， 通过两地旅游、文
化、经贸多方面的合作，开辟新丝路
的旅游经贸文化合作的新领域，实现
旅游经贸双赢。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奉
永成） 今天， 省安监局召开全省非
煤矿山交叉检查点评视频会， 上半
年全省非煤矿山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事故，共立案查处企业262家；在第
一轮交叉检查行动中， 共立案查处
企业29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14
家、责令停产整顿企业26家。

从今年4月份开始，省安监局组
织三个检查组， 对各市州非煤矿山
企业开展交叉检查， 重点检查企业
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以及可能

引发事故的关键环节， 目前第一轮
交叉检查已经结束。

检查发现， 全省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事故在逐年下降， 但企业
主体责任不落实， 违法违规行为仍
大量存在，尤其是采空区、“头顶库”
等重点区域和企业仍然存在诸多重
大安全隐患。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开
展非煤矿山交叉检查， 全面推进打
非治违，攻坚克难，依法行政、精准
监管，精细化管理等重点工作，防止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7月17日，乘坐G、D字头的动车
组列车出行的旅客 ， 可以通过
12306网站、手机APP，预订长沙南
等全国27个高铁站供应的社会品
牌餐食。 这是中国铁路历史上首次
将餐饮服务向社会开放。

“拿到手的饭菜热乎乎的！”“口
味和服务都很好！”17日，长沙南站3
家餐厅首次提供网络订餐服务，收
获旅客好评。截至17日22时，长沙
南站当天共配送网络订餐83单。

从农家小炒肉到葡式蛋挞
中西快餐共17种餐食可选

“家乡的味道”———这是打开
12306网站“订餐服务”页面后，居
中显示的一句话。

记者在网页上搜索途经长沙南
站的京广、沪昆两条高铁“主动脉”
的列车车次， 发现沿途主要车站提
供的网络餐饮， 的确有着浓浓的地
方特色。

如，广州南站提供叉烧包、皮蛋
瘦肉粥等粤式早点； 郑州东站有羊
肉烩面可选；在上海虹桥、杭州东则
有狮子头、 梅干菜扣肉等江浙口味
菜式。

长沙南站共有毛家饭店、 肯德
基、真功夫3家餐厅对旅客提供网络
订餐服务。 旅客既可选择农家小炒
肉、毛家红烧肉等经典湘菜，也可预
订卤肉饭、排骨饭等中式快餐，还可
享受香辣鸡翅、 葡式蛋挞等西式快
餐。

这3家餐厅共提供17种餐食。
其中， 西式小食的价格在10元以
下；西式套餐则根据分量不同，价格
从42.5元至96元不等。 中式套餐的
价格从35元至48元不等。每份餐食
都明码标价，每份订单的配送费为8
元。

旅客选好餐食后， 还可选择是
否需要发票。确定下单后，即可通过
支付宝或微信买单。

目前， 旅客可在每天的9时至
20时预订长沙南站的高铁餐食。铁
路部门提醒， 旅客需在发车前至少
两个小时下单。 具体可订餐时间以
商家公布为准。

如果已订好餐的旅客， 对车票

进行了网上退票、改签、变更到站等
操作， 系统会自动提醒旅客进行退
餐； 在人工窗口进行了以上操作的
顾客，也可在网上自行办理退餐。

发车后半小时内送餐到座位
旅客可留言点评服务

“G1113，毛家饭店两单！”
“收到！”
17日10时，位于高铁长沙南站

候车厅西南侧的12306网络订餐配
送中心，工作人员忙个不停。

此时， 一位身着毛家饭店马甲
的配送员提着一个红色的保温箱进
入配送中心。 工作人员将保温箱打
开，核对信息，然后将餐食转放至标
有“12306”字样的保温箱，再置于
搁架上。 一个个整齐排列的红色保
温箱，等待着被送至高铁列车上。

“旅客在网上订单后，所有餐饮
在这里集中， 再由我们的配送员送
至列车。”广州动车组餐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汤文向记者介绍长沙南站
的配送流程。

3家餐厅分别接到订单后，开始
准备食材；在列车发车前1小时开始
制作餐食。餐食制作完成后，必须在
半小时内送到配送中心。

“这是为了确保最后送到旅客
手中的餐食是新鲜热乎的。”汤文解

释，从餐食制作到送到乘客手里，全过
程不超过2小时。

11时58分，G1113次列车抵达长
沙南站。 配送员此时早已提前赶至站
台等候， 他将保温箱内的餐食交给列
车上的乘务员。12时1分，列车徐徐发
车， 乘务员开始逐一将餐食送至乘客
的座位。

“乘务员将在列车发车后半小时
之内， 送至每位订餐旅客的座位。”汤
文说。

“列车从长沙发车后10分钟左右
就拿到餐食了， 拿到手的饭菜热乎着
呢 。”17日， 浙江旅客江女士搭乘
G1112次高铁前往武汉， 她当天预订
了一份经典湘菜———毛家饭店的农家
小炒肉套餐。

“这是我第一次乘高铁点餐，味道
和服务都很好，今后还会尝试。”17日，
乘坐G74高铁的程兰芬旅客， 对网络
订餐频频点赞。

值得一提的是， 网络订餐服务还
引入了评价机制。 订餐旅客可对消费
商家进行自由点评。记者查询发现，长
沙南站3家餐饮店的页面下，均有旅客
的点赞留言。

17日上午， 长沙市卫生执法部门
的工作人员对餐食制作、 配送过程进
行了实时监督。

记者了解到， 卫生执法部门将对
长沙南站的高铁网络订餐配送进行为

期1个月的监督。形成有效机制后，今
后将展开不定期抽查。

“进入网上订餐平台的社会品牌，
均需通过严格考察， 铁路部门也对其
资质、 准入条件、 餐食卫生等进行监
督，后期会逐步引进更多优秀商家，为
旅客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长沙南站
党委副书记李镁铭介绍。

【编者按】 7月18日至20日， 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湖南活动周将在中国馆举行， 作为全国重点参与此次世博会的10个省份之一，此
次湖南活动周的主题为“永不落的太阳———湖南好‘风·光’ ”。湘茶、湘瓷、湘绣一大批湖南元素，张家界、崀山等湖湘特色风光及新能源
领域的最新成果，将在世博会上精彩亮相。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湘约阿斯塔纳世博》专栏，刊登本报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敬请关注。

张家界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丝路驿站
创新国际旅游文化经贸合作新模式

17日起，旅客在长沙乘高铁可网络订餐，中西快餐共17种餐食可选，
发车后半小时内送餐到座位———

“拿到手的饭菜热乎乎的！ ”

■短评

点赞
“互联网+高铁餐饮”
邓晶琎

17日起，铁路部门在全国27个主
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
网订餐服务，这标志着中国铁路首次
将餐饮服务大门向社会开放。

长期以来， 铁路餐饮饱受争议，
不乏旅客“吐槽”餐饮品种少、价格不
透明等。而此次“互联网+高铁餐饮”
创新模式，将让旅客、铁路部门、社会
餐饮等各方受益。

于旅客而言，便捷的点餐方式、多
样的美食品种， 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
自主选择权。旅客在便捷出行的同时，
亦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体验。 这样的
高铁之旅，又添一分旅行的意义。

于铁路部门而言，主动引入社会
品牌餐食， 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口
味的餐食服务，以民为本、为民服务，
是民心所向。

于社会餐饮品牌而言，铁路餐饮
供应的多元化，将倒逼供应商提高服
务水平， 改善餐饮整体服务质量，带
动整个高铁餐饮安全、健康发展。

我省对非煤矿山开展交叉检查
第一轮共立案查处企业29家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陈
淦璋）说起银行贷款，人们脑海里总
是浮现出“厚厚的材料”“反复核查”
等繁琐程序。7月16日，建行湖南省
分行所辖营业网点全面上线“小微
快贷”业务，为小微企业融资开辟了
一条新的便捷通道。最新数据显示，
在湖南建行开户的1005家小微企
业已支用了“小微快贷”，支用贷款
金额1.01亿元。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
慢、融资贵”问题，湖南建行运用互
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技术， 通过对小
微企业及企业主在建行的金融资
产、押品、信用状况、业务办理等信
息进行全方位分析，创新推出“小微

快贷”业务。
对小微企业来说， 不需提供繁

琐的纸质贷款申请材料， 甚至不用
到银行网点， 在办公室或在家就能
通过建行多种电子渠道办理。“小微
快贷” 还有效降低小微企业融资负
担。 首先是用时才计息， 不用不计
息；二是除贷款利息外，无任何中间
费用；三是自动给予在借款、还款、
结算、 征信等方面表现良好的小微
企业续贷。

湖南建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小
微快贷”是该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
小微企业的重大创新， 在该行有稳
定结算或金融资产、 且信用记录良
好的客户均有机会办理该业务。

依托大数据快速放款
建行“快贷”力撑小微企业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奉
永成 通讯员 郑晓伟） 分包工房记
3分, 高温违规生产记6分……一年
内累计记分达到12分以上，依法暂
扣或吊销资质证照。今天，记者从省
安监局获悉，浏阳市用“违章记分”
模式管理企业安全生产，成效明显，
近两年来， 浏阳市烟花爆竹企业事
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均实现了双下
降。

浏阳市是全省高危行业聚集度
最高的县（市）之一，现有烟花爆竹
生产企业736家、矿山企业70家（含
2家煤矿）、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
位373家， 安全生产监管任务十分
繁重。

为促使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 浏阳市安监局受

“行车违章记分”模式启发，从去年
开始对全市烟花爆竹企业推行“记
分管理”办法，出台《浏阳市烟花爆
竹安全生产管理记分办法》和《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管理记分标准》，对每类违法违规行
为明确记分分值， 对企业在一年内
累计记分达到相应分值， 采取不同
的处罚措施，达到12分以上的，提请
相关部门依法暂扣或吊销资质证
照。

“记分管理”办法不讲私情，效
果明显。2016年，浏阳市177家烟花
爆竹企业被记分，9家烟花爆竹企业
因此被纳入“黑名单”管理；今年上
半年，共有193家烟花爆竹企业违规
记分被查处， 其中23家企业被顶格
处罚。

安全违章记12分暂扣吊销证照
浏阳市上半年193家烟花爆竹企业违规被查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周
月桂）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友阿”
的固有形象是大牌云集的商场超
市。目前，友阿集团在长沙开出了
首家小区便利店，这是友阿集团积
极探索新零售转型开设的首家友
阿微店线下体验店。

线上线下进行新零售融合，已
成为2017年零售行业发展关键词。
作为湖南零售商业板块的龙头企
业， 友阿集团积极探索新零售转
型， 在友阿微店线上店的基础上，
推出友阿微店小区实体店。“线下
店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当然现在
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进行。”友阿
集团董事长胡子敬介绍，友阿微店
小区店将把友阿品牌延伸到最终
端消费的居民区，通过小区店高频
率的日常购买，使小区店成为线上
店导流口，在实体店内安装
可上网购物的设备，依
托友阿集 团 的
仓储物流体系，

服务社区居民。
记者看到，在首家友阿微店小

区店内，陈列有酒水饮料、粮油调
味品、休闲食品、生鲜冷链产品、百
货文具等多品类商品，还辟有农特
产专区，用于陈列展示省内51个县
市精准扶贫系列产品。 据介绍，小
区店商品选择是基于大数据、定位
于居民高频次购买的日常商品，并
精准到每个小区的差异需求。

据了解， 友阿微店自2016年6
月上线至今，目前已有近70万线上
微店。7月17日友阿股份上市8周年
之际，东塘友谊商城友阿微店旗舰
店将正式开业，之后，友阿微店小
区店首批6家店都将陆续开业，友
阿微店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开设
500到1000家定位小区精准服务
的小区体验店。

友阿居民区开便利店
抢占新零售市场，友阿微店小区店亮相长沙

� � � � 7月17日，长沙
南站，网络订餐配送
中心工作人员将外
卖交给列车乘务员。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实习生 陈勃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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