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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林
俊 记者 周月桂）根据质检总局部署，
从11月1日开始，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实行审单放行新模式，实施首月
成效显著。 当月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对全省出入境货物实行审单放行
3345批，审单放行比例为54%，最快
可以达到“秒放”，为我省外贸企业节
约各项成本200多万元。

据统计，11月全省出境货物检

验检疫平均时长4.3小时，较10月环
比压缩78%；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平
均时长15.8小时，环比压缩66%。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
审单放行模式是质检总局推进的一
项提高检验检疫工作效率的改革，
有利于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 降低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检验检疫部
门在对货物风险、 企业信用实施分
类管理的基础上， 大幅降低出入境

货物的现场抽查和实验室检测比
例，按照审单布控规则要求，对未抽
中的货物，在企业出具《合格保证》
的基础上， 通过审单放行进行合格
评定放行。

据介绍， 审单放行模式我省受
益最大的产品为竹草木制品、 食品
和机电产品。 以湖南邦扬贸易进出
口有限公司为例， 该公司进口的糖
果、奶粉、饮料等食品，新政实施前

每批都会抽中查验， 有的还需实验
室送检， 全流程一般需要7个工作
日。 实施审单放行后，审单符合要求
的立即予以通关放行， 企业当天就
可以领取检验检疫证明。

在享受便利措施的同时，新模式
对企业诚信守法的要求也进一步提
高。 对已经实施审单放行的货物，湖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将通过数据分
析、现场核查等方式实施事后监管。

�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通讯员
张文博 记者 周月桂）在长沙海关
报关， 上海口岸验放通关。 博世
汽车 （长沙） 有限公司今天一批
急需的进口零部件在上海洋山港
海关采用一体化通关模式申报通
关放行后， 由汽车陆路转运至长
沙， 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负
责该批货物报关的浩通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经理何仕滢告诉记

者， 全国海关一体化通关， 企业
急需的进口货物可选择口岸海关
报关验放通关， 企业进出口货物
不再受湘江枯水期影响， 往年大
批货物滞留在口岸的现象没有了，
也节约了企业成本。

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 是指企
业可以任意选择通关或者报关地点
和口岸， 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办
理相关手续。 今年7月1日起， 所有

进口货物纳入全国通关一体化实施
范围， 实现“全国海关如同一关”，
我省1.6万多家外贸企业可在长沙
关区或全国任意一个海关完成申
报、 缴税等手续， 申报更自由， 手
续更简便， 通关更顺畅。

据长沙海关现场业务处通关科
科长李磊介绍， 企业在货物通关时
一次申报， 海关在货物放行前、 放
行后分步处置， 即在口岸完成对货

物的安全准入甄别后， 先予放行；
货物放行后， 再由属地海关开展税
收后续管理， 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
间缩短， 通关效率大大提高。

据长沙海关统计，1至11月，长
沙海关现场业务处共受理进出口报
关单43039票，同比增长26.6%；监管
货运量86.74万吨，同比增长26%；监
管货值 30.11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7日大雪节气， 长沙的初雪尚无
踪影， 空气污浊， 阳光不清丽， 雨
水也不透亮， 我们不咸不淡不辨冬
春地走向岁末， 心中隐隐似有所待。

如今在湖南， 大雪时节不见得
会下雪， 甚至整个冬天都未必有雪。
于是冬天总是暗怀着一种期待， 等
梅开， 等雪来， 等春到。

此时的景色其实也不坏， 天地
清寒， 万物变得瘦削内敛、 筋脉分
明。 枝头红叶渐稀， 法国梧桐叶子
飘落， 乌桕、 鹅掌楸、 枫香、 三角
槭逐渐由黄变褐， 高大笔直的池杉
依旧满树红棕， 乌桕树果实累累，
引得一群群鸟雀枝头觅食。 火棘宿
存的红果子密密麻麻， 美而可食，
是可以放进嘴里的冬日“小确幸”。

近日少雨， 阳光不时现身。 围
炉温酒、 庭前负暄， 均是冬季的美
好事物。 冬者岁之余， 原本是该闲
闲地晒着太阳或围着炉火而过。 如
今即便没有炉火， 也该备热水袋一
枚， 手脚暖和， 方觉人生可爱。 要
是能心境闲散地晒上一小会冬日阳
光， 才真是四肢百骸无不通畅。

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 仲
冬时节由此开始， 太阳将完成南下
的最后一段旅程， 北半球的白天更

短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十
一月节， 大者盛也， 至此而雪盛
矣。” 我国古代将“大雪” 分为三
候： “一候鹃鸥不鸣； 二候虎始交；
三候荔挺出。” 古人认为， 此时节阴
气最盛， 然而盛极而衰， 阳气已有
所萌动 ， 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
“荔挺” （一种兰草） 感到阳气而抽
出新芽。

大雪时节， 冷空气和雾霾更加
多发。 这几天降水稀少， 霾天气发
展， 霾黄色预警也陆续发布。 此外，
冷空气活动频繁， 早晚需注意添衣
保暖。

古人认为， 大雪是“进补” 的
好时节。 冬令进补还能调节体内的
物质代谢， 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
最大限度地贮存于体内。 冬季食补
应多进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和易于
消化的食物。 大雪节气前后， 湖南
的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 不妨适当
吃一些， 可以防治鼻炎、 消痰止咳，
也可常喝喝姜枣汤抗寒。

只是， 这个节气， 会有初雪降
临吗？ 城外的野菊却不用你等， 在
12月里依然开得天真无邪。

就用野菊花的柔茎编一个花环，
让微苦的清香把你一直送回童年的
某个冬日吧， 那里雪落无声、 天地
一白。鄂湘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推进现场会召开
浏阳经验

成交流样本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洲 杨波） 12月5日至7日，
鄂湘黔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推进现场会在浏阳市举行。 会上，
国家土地督察武汉局负责人指出，
鄂湘黔3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成
效明显， 形成了各有侧重、 各具特
色的经验做法。 浏阳做法有针对性、
代表性和启发性， 既是浏阳市改革
工作成果的展示， 更是交流研讨的
样本。

与会人员现场察看了浏阳市淮
川街道城东安置区征地制度改革项
目、 永安镇家具制造产业集中区入
市项目、 大瑶镇新河小区集中居民
点项目等6个项目， 深入了解浏阳市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
况。

据了解， 浏阳市自2015年起开
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2016年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三项试点工作 （宅基地制度改革、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土
地征收制度改革）。 目前， 该市农
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全面铺开， 完成
宅基地确权28.75万宗， 确权率达
84.22%； 收取宅基地有偿使用费
584万元； 办理农村宅基地流转371
宗、 5.9万平方米； 办理农房抵押
贷款33.38亿元， 惠及农户1.68万
户。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快速见效， 初步形成了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 完成了大瑶金色摇
篮幼儿园等10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 面积527.58亩， 成交总价
款5893.32万元。 农村土地征收制
度改革稳妥推进， 严格界定公共利
益项目用地类型， 全面推行“三榜
公示” 制度， 强化征前听证行为，
前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推行民主
协商机制， 建立健全多元保障机
制， 推动征地拆迁工作顺利开展。

� �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黄婷婷
程彧喆） 今日，“2017中国粮油财富
论坛” 在长沙举行。 围绕“新时代
新产业新征程” 的主题， 来自全国
各地的粮油企业代表、 业内主流专
家学者等300余人， 对当前粮食经
济现状及趋势进行分析， 并对优质
粮食工程建设、 粮企创新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之策进行讨论。

中国粮油“湘粮国际” 交易平
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论坛期间举
行。

仪式上， 湖南粮食集团打造的
“湘粮国际” 交易平台分别与中国食
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湖南粮食行业
协会、 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北大荒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九
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道道全

粮油股份有限公司6家企业进行了战
略合作签约。

签约后， 这些企业将与“湘粮
国际” 一起， 以做大做强粮油品牌
为奋斗目标， 力求促进行业标杆市
场的完善升级， 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据悉，“中国优质粮油‘湘粮国
际’ 交易平台” 位于湘粮国际粮油
水产交易中心， 共1万平方米， 集中
对全国粮油名企和特色优质粮油产
品进行展示和销售， 为入驻商家提
供优质场馆服务， 为进驻企业提供
运营保障服务， 旨在促进粮油产品
的销售， 提高粮油品牌影响力。

“第七届中国粮油榜颁奖典礼”
同期举行。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
国粮企50人峰会暨中国粮油企业家
走进湖南粮食集团” 活动。

� � � � 湖南日报12月7日讯 （记
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 罗煦
日） 昨天，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与湖南建工集团联合举
办进一步规范招投标领域市场
行为座谈会。 湖南建工集团等
14家建筑施工企业联合发出倡
议： 守法经营、 公平竞争， 共
同维护招投标市场的公开公平
公正。

近年来， 湖南不断创新举
措， 加强对招投标领域市场的
规范管理。 今年11月22日， 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招标投标领域相关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招标投标工作程序、 行政监督

部门监管行为、 领导干部和交
易当事人行为进行了严格规
定。

座谈会上， 湖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副主任牛顺生解读
了《意见》。 湖南建工集团、湖南
沙坪建筑集团、 湖南顺天集团
等14家省内建筑施工企业代表
作表态发言， 并在 《倡议书》
上签名， 承诺坚决履行和自觉
遵守 《意见》 规定， 严格遵守
国家招投标管理办法， 不断规
范经营行为， 切实维护好市场
公平正义， 促进招投标行业更
加健康、 有序、 繁荣、 规范，
共同构筑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
的市场体系。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大雪仲冬始 山中红叶稀

2017中国粮油财富论坛在长举行
“湘粮国际”牵手6家企业壮大粮油品牌

我省审单放行新模式见成效

出入境货物检验检疫最快可“秒放”

全国海关一体化通关

湘江枯水期我省进出口货物未受影响

政府加强监管 企业更须自律
14家企业共倡维护工程招投标市场秩序

� � � � 12月7日上午， 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金霞段， 园林单位代表在感受绿色城市之美。 当天， 长沙市园林管理局
组织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工作人员， 开展绿色城市及公园建设项目现场集中观摩活动。 今年长沙市已完成绿化建
设面积7078.42公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感受绿色城市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