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质监局开展
“质量五进”活动

免费检测进社区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王诚）今天，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主办的“质量五进”活动，日前在长沙市万家
丽广场举行。 来自省质监局的技术人员和青
年志愿者，现场为社区居民提供室内空气免
费检测、民用“四表”安全使用宣传等咨询服
务，还借助专业仪器，义务为消费者提供珠
宝玉器、纤维制品、血压计等产品的鉴定检
验服务。

上午，万家丽广场前，有关质量知识的
宣传展板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展台
下，现场质量知识有奖竞赛如火如荼；遮阳
棚下，一字排开的咨询台、检测检验台前挤
满了人，有的市民咨询室内空气免费检测如
何申请，有的带着珠宝、血压计、服装等物品
等候现场检测。

“质量五进”活动，即质监进企业、进市
场、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围绕百姓关心、
消费者反映突出的质量安全问题，以《产品
质量法》《特种设备安全法》《计量法》、 消费
品辨真识假为内容，通过发放宣传单、展示
假劣商品、现场讲解、演示等方式，向消费者
展示质量安全各方面知识，提高消费者伪劣
商品鉴别能力，增强消费法制理念。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用”无一不需
要质量监督服务。 活动现场，不仅有湖南省
产商品质量监督研究院、湖南省纤维检验局
的专家、技术人员提供的检测服务，还设置
消费者投诉举报受理台，为居民解答安全消
费知识，提供消费维权意见。

省质监局局长欧阳彪表示，“质量五进”
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两届，为消费者提供免费
检验检测服务，向市民宣传质量知识，是质
监机构实施质检为民工程的具体行动，也是
一项义不容辞也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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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 家住浏阳市礼花小区的居民陈先
生， 手机收到浏阳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
心发来的缴纳租金通知后， 及时缴足了
费用。 浏阳市通过对保障房实施智能化
管理，提高了保障性住房的管理水平，为
广大低收入者构建和谐、幸福家园。

近年浏阳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发展迅速，
共有保障性住房小区17个，住房5950套。 对
这些公共资源进行科学分配和管理并不容

易。 如，保障房申请资格认定、入住管理、费
用收取、 房屋腾退等管理环节复杂繁琐，一
些住户擅自转租、转让、强占等违规现象时
有发生。 为此，从2015年9月开始，浏阳市对
保障性住房实施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浏阳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龙
海辉介绍，这套智能化管理系统，包括房
源信息、维修管理、信息查询等6个功能
模块， 所有数据实现同一个平台集中控
制、统一管理，并自动分析形成分类汇总

报表， 实现动态监管，“这相当于给保障
性住房配上‘智能管家’”。

今天，记者在该中心的信息管理系统
看到， 有哪些人分别租住在哪些小区，租
金交到了什么时候， 是否还符合租住资
格；还有多少房源可供轮候入住，分别分
布在哪些地方等，这些以往很难及时掌握
的动态数据一目了然。 工作人员称，信息
化管理改变了过去租住信息更新不及时
情况，实现了房源和租户的动态管理。

龙海辉介绍，保障房智能化管理，改变
了保障房过去日常管理普遍存在的监管
难、取证难、收费难、纠违难等问题。 以往，
租户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欠租、 转租和转
借。核查一例违规行为要走很多程序，而且
要当事人配合，为调查情况，工作人员上门
十余次是常事。 现在，通过智能控制设备，
对那些欠费、转借、转租的违规住户，系统
自动收集相关信息和违规证据， 给租户发
送提示短信，督促其及时整改。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冯虎山） “蛮方便的，
我要告诉身边的人， 以后用手机就能缴
纳养老保险费了。” 今天， 桃江县牛田
镇观庄村村民刘梦辉， 在镇人社中心工
作人员指导下， 用手机为自己和妻子缴
纳了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

今年以来， 湖南省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着力打造“互
联网+居保”， 截至8月底， 全省已有69
个县市区开通了手机“智慧人社-支付

宝缴费” 服务， 19个县市区开通了手机
“智慧人社-银联缴费” 服务， 全省累计
7万余人次使用手机缴费便捷服务。

今年3月， 省城乡居保中心联合省
人社厅统计信息中心与金融服务机构、
互联网公司合作， 启动城乡居保手机缴
费工作。

手机用户关注“智慧人社” 公众
号 ， 或直接下载“智慧人社” 手机
APP， 通过银联或支付宝， 可随时随地
为自己或他人缴纳城乡居保保费。

据省城乡居保中心负责人介绍， 手
机缴费渠道开通， 一是方便手机用户随
时随地快速缴费 （含代缴） 和权益查
询； 二是提高了城乡居保自主缴费率，
有利于城乡居保基金的安全管理。 预计
到今年年底， 可实现手机缴费全省覆
盖。

城乡居保待遇领取人员每年一次的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也有望今年10月在
网上进行。 省城乡居保中心已开发全省
统一的资格认证信息平台。 通过此平

台， 持有社会保障卡的待遇领取居民，
可直接使用智能手机或利用互联网网页
进行认证； 未持社会保障卡的待遇领取
居民， 可到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城乡居
保经办机构进行现场人脸建模 （行动不
便的待遇领取居民经申请， 可由工作人
员提供上门人脸建模服务）， 而后可与
持有社会保障卡的待遇领取居民一样采
用相同渠道认证。 全省计划9月份完成
该项工作在6个县市的试点运行， 10月
份开始在全省推广。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孟姣燕）游客遭遇旅行社
虚假宣传该如何维权？ 导游上车就开始推销有何对策……
14个市州一线旅游工作者自编自导自演情景剧，生动地将
旅游法送进景区。 近日，《湖南省实施〈旅游法〉办法》知识
竞赛两场半决赛分别在紫鹊界景区和浏阳市官渡镇原乡
花海景区开赛。

经过激烈比拼，长沙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代表队、
娄底市代表队、衡阳市代表队、益阳市代表队、长沙市代表
队、岳阳市代表队、常德市代表队、张家界市（张股公司）代
表队晋级，将于9月底在长沙进行决赛。

参赛者中， 既有14个市州旅游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
有活跃在一线的导游、讲解员。 比赛内容除了《旅游法》及
《湖南省实施〈旅游法〉办法》外，还包括《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旅行社条例》， 我国相关旅游规章、 旅游规范性文件
等。

省旅发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尚斌表示，《湖南省实施
〈旅游法〉办法》是全国首部贯彻实施《旅游法》的地方性旅
游法规，开创了为全域旅游发展保驾护航的先河。 此次知
识竞赛的举办，掀起了业内学习《湖南省实施〈旅游法〉办
法》的热潮，将进一步推动我省旅游法制建设。

旅游行业趣学旅游法， 自制情景剧
送“法”进景区
8队晋级旅游普法赛决赛

浏阳为保障性住房配上“智能管家”
解决保障房监管难、收费难等问题，为广大低收入者构建和谐、幸福家园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手机缴费
关注“智慧人社”公众号或直接下载“智慧人社”手机APP，通过银联或支付宝，可随

时随地缴费

� � � � 9月9日，隆回县司门前镇湴塘村，游客在选购手工艺品。 2014年，湴塘村人均年收入不足1600
元，有贫困户67户、254人，是国家级贫困村。 2015年省妇联扶贫工作队入驻湴塘村，邀请经验丰富的
技工给妇女们传授手工编织技能，成立手工编织协会，妇女们纷纷加入手工编织协会，实现勤劳致
富，人均年收入可达到4600元。 目前，该村贫困户已脱贫40户、136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首批流动文化车驶向
贫困地区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李晞言 ）
今天， 文化部为我省国贫县和连片特困地区配送的首批
（21辆） 流动文化车发车仪式， 在湖南衡山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举行。

流动文化车配送工程， 是继流动舞台车配送工程、 流
动图书车配送工程之后， 中央对国贫县和连片特困地区的
又一文化惠民工程。 流动文化车是专门为基层文化馆设
计， 融政策宣传、 文艺演出、 展览展示、 数字资源播放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车辆， 内设有电脑、 电视、 投影
仪、 影音系统、 空调等设备， 堪称流动的文化馆， 可以有
效拓展基层文化馆的服务范围和手段。

据了解， 此次配送的流动文化车由文化部采用公开招
标方式购买， 样车已通过文化部验收。 我省共有40个国
贫县和片区县文化馆纳入配送范围， 此次配送的是其中的
第一批21辆车， 第二批19辆车于9月初完成了采购程序，
预计2018年初交付使用。

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微企业
诉求意见受理平台开通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今
天， 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诉求意见受理平台，
在湖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smehn.
cn/） 正式开通。 作为全省第一个专门面向非公经济和中
小微企业的政企沟通服务平台， 将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政
策执行、 协调服务的痛点、 堵点， 切实维护广大中小微企
业的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非公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可通过平台提出四大类诉求意
见：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执行中出现
的打折扣、 提出不合理条件、 不兑现、 不落实等问题； 企
业生产经营中需要政府部门协调服务的事项； 对政府部门
在政策制定、 政策执行、 政策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以及需要协调解决的影响营商环境的其他问题。

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意见， 省非公办将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受理并转交有关部门办理， 原则上30日内办结并书面答
复企业。 对企业提出的共性政策诉求问题， 省非公办将向
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由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工作措施。

省经信委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熊琛介绍， 为保证企业
诉求意见办理的质量， 省非公办将开展办理情况满意度调
查， 定期向省委、 省政府和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并进行通报。

除网络平台外， 企业还可通过“96871” 服务热线电
话和“湖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微信公众号 （smehu-
nan） 反映诉求意见。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谢燕 熊军） 9月9日， 株洲县
人民法院宣判了全省首例“维卡币”
网络传销案， 涉案金额达16亿余元，
35人获刑。

经查明，“维卡币”传销组织的经营
实质是以投资虚拟货币为名，要求参加
者缴纳一定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
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或间接发展
人员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依据，将上述
计酬和返利以分期支付方法进行发放，

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引诱参加者继续发
展他人参加而骗取财物。

该案中的“维卡币” 传销组织系
境外向中国大陆推广虚拟货币的组
织， 其传销网站及营销模式由保加利
亚人鲁娅组织建立， 服务器设立在丹
麦的哥本哈根境内， 对外宣称是继
“比特币” 之后的第二代加密电子货
币。 但是， “维卡币” 并非由国家货
币主管部门发行， 不具备与货币等同
法律地位， 更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

流通使用。
据悉， 株洲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组

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分别对该案中
35名被告人判处缓刑至有期徒刑七年
不等的刑罚， 并处1万元至500万元不
等的罚金。 同时， 对扣押、 冻结在案
的涉案资金13.6亿余元及孳息、 被告
人已退缴的违法所得、 随案移送的犯
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对
剩余涉案资金及被告人未退缴部分继
续予以追缴。

涉案金额16亿余元，35人获刑

全省首例“维卡币”网络传销案在株洲县宣判

“绣花功”
织出脱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