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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天，
省工商局召开全面建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湖南）（以下简称公示系统）新闻通报会。
截至目前， 我省公示系统已累计公示全省市场
主体登记、备案信息635.08万条，工商部门一般
程序行政处罚信息5.27万条， 向相关政府部门
推送企业信息807.32万条， 公示全省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8497条。 到本月底，工商机关行政处

罚信息将通过公示系统全部公示。
已全面建成的公示系统是企业报送并公示

年度报告和即时信息的法定平台， 能够统一归
集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中产
生的企业所有信息，形成全面的企业信用状况，
实现部门间“双告知”“双随机”“联合惩戒”等监
管工作。

公示系统采取全省数据大集中方式建设，

省、市、县、乡（镇）所有政府监管部门均可通过电
子政务外网直接访问。 目前公示系统信息已推
送至多个部门， 归集公示了其他政府部门的行
政许可信息65.57万条、行政处罚信息1.94万条。

丰富的信息资源为社会公众查询信息提供
了便利，降低了交易成本。到今天上午9时，公示
系统累计访问量已达5.08亿人次， 累计查询量
达1.57亿人次。

�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
天，记者从省工商局召开的全面建成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以下简称公示系
统）新闻通报会上获悉，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
329.4万户。

通过公示系统大数据分析显示，商事制度
改革以来，全省市场主体大幅增加，年均增速
为9.75%。 每千人市场主体占有量为48.01户，

在全国排名第31位， 在中部6省中排名最后一
位； 从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占比情况来看，企
业比重在全国排名28位，在中部六省中排名最
后一位，企业比重偏低。

“大数据分析和监管，可为政府决策提供
重要参考。 ”省工商局副局长李沐说，每千人市
场主体占有量、 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占比偏低，
说明湖南的市场主体发展还有很大空间，政府

部门在推进规模发展、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万众创新等方面要引起高度重视。

加强市场监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
容。 目前，我省市场监管压力越来越大，到2016
年底，全省注册资本过亿元、无收益企业1584
户；无注册资本且有较大收益企业242户；连续
3年以上亏损企业51184户。 这些企业都需要各
级部门加强监管，有效防控市场风险。

�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企
业不报送年报有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 今
天， 省工商局提醒广大企业： 明年1月1日至
6月30日， 要记得报送今年年报。 今年， 全
省2016年度企业年报应报企业576746户， 已
报 企 业 508932 户 ， 企 业 年 报 公 示 率 为

88.24%。
企业不依法报送年报， 工商部门可依法将

其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 （湖南） 进行公示， 并通过信息
交换共享提供给其他政府部门， 进行协同监
管。

今年上半年， 全省共核实2015年、 2016
年连续两年未报送年报并公示的企业39724
户， 吊销2020家， 注销6292家。 今后， 我省
各级工商、 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事中、 事后监
管， 加大对长期未经营企业的清理力度， 促进
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全面建成
工商机关行政处罚信息全公示

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达329.4万户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11月8日， 常德
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采取15条应急措施， 进一步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

11月7日晚，常德市政府紧急召集会
商会， 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针对当前空
气污染状况，加强调度、抓好巡查、加大
执法，确保内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空气
质量要得到明显改善。当晚，常德市环保
等部门迅速行动，夜查涉气工业企业、城
区工地及各类经营场所， 查处了市二中
附近工地敞篷运渣等违规行为。

据介绍， 这次常德采取的15条应急
措施包括： 各相关部门全面检查工矿企
业排放情况， 全面禁止露天焚烧 （含垃
圾、 烧烤）， 禁止大型载重货车、 黄标
车、 农用车进入城区， 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 3天内停止城区及周边烧香等污染
空气活动等。 同时， 加强在建重点工程
和整改工程扬尘管控， 加大对小燃煤锅
炉、 高排放生物质锅炉等监管、 打击、
处罚力度， 加强与国家监测总站运维公
司联系， 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和
天气预报， 及时向市民发布空气质量预
警预报。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陈新）11月以
来，雾霾天气频繁造访长沙，从昨晚11时
起，长沙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同时
启动Ⅳ级响应措施。

造成重污染天气的气象原因是什
么？今天上午，长沙市环委会办公室举行
重污染天气媒体通气会， 围绕本轮雾霾
天气成因、特点及应对举措进行了介绍。

11月7日晚，长沙市出现重度污染；8�
日出现接近20个小时重度污染， 全天均
值为重度污染。对此，长沙市环境保护职
业技术学院教授程运林介绍， 秋冬季节
是雾霾的高发期，尤其进入10月份以来，
长沙久旱无雨，本地污染积累较重；早晚
温差大，逆温现象明显，大气混合层高度
低， 污染物被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此
外，风速小、扩散条件差等因素造成雾霾
持续停留。

本轮重污染天气的主要污染源是什

么？ 长沙市环境监测中心副站长许雄飞
介绍， 根据监测， 从全市范围来看， 湖
南中医药大学、 马坡岭、 高新区、 伍家
岭等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周边空气质量指
数相对较高， 主要污染物是PM10， 说
明扬尘污染比较严重， 其中伍家岭站点
二氧化氮浓度较高， 说明机动车尾气污
染较重。

许雄飞说， 根据长沙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和气象部门会商预测， 从明天到后
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和弱降水共同影响，
空气质量将有所好转。

目前，长沙各园区、各区县（市）政府
以及市直相关部门按照《长沙市2017年
大气污染防治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正
在对黄标车、渣土运输和消纳管理、餐饮
行业油烟等行业，以及工地、道路扬尘等
涉气、 涉尘污染源开展拉网式排查和管
控，力争打赢蓝天保卫战。

常德采取15条应急措施防治大气污染

雾霾缘何频繁造访？
长沙释疑成因，强化治理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赵晋弘） 同为砖瓦生产
企业，一个因违法偷排将面临严厉处罚，
一个守法可继续合法生产。这是11月7日
晚常德市夜查砖瓦企业时， 两家企业面
临的不同结局。

当晚8时20分许， 常德市环保局副局
长丁指南带领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
驱车来到临澧县五福建材厂。 当时，该企
业正常生产，而窑炉烟气脱硫除尘设施未
开启。 经检测，其循环池内废水为酸性，且
烧碱存放间积尘较厚，初步判定该企业存
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

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经
进一步询问现场工作人员，基本认定企业
违法事实。 目前，该案件线索已移交临澧
县环保局立案查处，企业将面临高额罚款
（10万至100万元）， 企业法人和直接责任
人员将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当晚10时许， 暗查组来到临澧县柏
枝茂家环保砖厂，发现企业正常生产，脱
硫除尘设施正常运行， 经检测循环池内
废水为碱性，烧碱存放间使用痕迹明显，
未发现企业有偷排、漏排问题。执法人员
当场对企业遵守环境管理规定的行为给
予肯定。

夜查两企业 命运大不同

企业不报送年报有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
省工商局提醒，2018年1月1日到6月30日报送2017年年报

长沙地铁4号线
湖南大学站主体封顶

11月9日， 长沙地铁4号线湖南大
学站主体工程顺利封顶。 该站位于岳
麓区麓山路与牌楼路口， 是离岳麓山
风景区最近的地铁车站。 长沙地铁4
号线预计2018年底开通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蒋蕤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