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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湖南高速公路救援首次有了直升机“加
持”。今天，在岳临高速雷锋服务区举行的湖南高
速直升机免费应急救援活动启动仪式上，两架崭
新的医疗直升机整装待发，将首次在春运期间用
于湖南高速公路的应急救援服务。

启动仪式现场， 展示了AW119和AW139两
种型号直升机。记者看到，这两种直升机上均配
备有呼吸机、除颤监护仪、吸引器、注射泵、氧气
瓶、脊柱板等专业医疗设备。其中AW119型号的
直升机，可用担架转运一位病人的同时，乘坐2至
3名医疗救护人员。

记者了解到，春运期间，两架直升机将停放
于株洲市中心医院备勤。一旦湖南境内高速公路
上发生需动用直升机紧急救援的情况，直升机将
迅速飞抵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起降点展开施救。

据该直升机的运营方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介绍，全省高速公路已布
局182个直升机起降点，主要位于服务区、较为宽
阔的紧急停车带区域。如果事故现场距离起降点
仍有一定距离，则可通过120急救车进行接驳。

目前，我省已有30余家医院可起飞降落救援
直升机，并开设“绿色通道”展开救援。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谢立新介绍，春运期间车流激增，及时开启“空
中120通道”，将最大限度降低交通事故造成的人
员伤亡率。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简锦瑶 黄在其）今晚10时16分，G4652次
高铁列车从广州南站开出， 预计于8日零时
37分到达长沙南站。 这是今年春运期间，广
铁集团首趟开出的夜间高铁。

广铁集团介绍，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共发
送旅客5420万人次，同比增长8.5%。春运开

始后， 客流增长迅速，7日起进入节前铁路客
流高峰，预计持续到14日上午。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广铁集团从7日
晚间起开行夜间高铁。预计每天零时以后，有
2至3趟“红眼高铁”途经长沙南站。

记者了解到， 铁路部门一般在零时至4
时之间安排维修“天窗期”，用于高铁的线路

维护和检修， 在此期间不开行列车。 春运期
间，铁路部门会利用夜间“天窗期”增开临时
高铁列车，这类列车由此得名“红眼高铁”。

广铁集团计划春运期间开行304趟夜间
高铁，可增加约16.9万人次的运力，主要开往
长沙、武汉、郑州、南昌、上海、贵阳、重庆等方
向。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记者从省工商局今天召开的2017年全省
网络交易监管新闻通报会上获悉，2017
年，我省网络商品交易市场活跃，参与网络
商品交易经营行为的市场主体达508037
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9984家；全省网络
商品交易总额达1141.37亿元，与2016年相
比，增加360.84亿元。其中，女装、零食特
产、家居生活用品、母婴用品交易量最大。

去年， 省工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
方机构，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的手段，对全
省网络商品交易市场进行监测和分析。监
测显示，全省辖区范围内B店（B2C的简称，
是企业或公司直接销售给普通顾客的模
式）网络商品交易额达336.89亿元，其中女

装、零食特产、家居生活用品交易额最高，
分别为85.44亿元、50.6亿元、42.85亿元；
C店（C2C的简称，是个体工商户卖给普通
顾客的模式） 网络商品交易额达802.72亿
元，其中家居生活、母婴用品、零食特产交
易额最高，分别为113.67亿元、98.25亿元、
82.36亿元；辖区内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
易额达1.76亿。

“我省网络商品交易市场活跃，长沙已
形成网络商品交易产业集聚区。”省工商局
网络监管处处长贺然介绍， 全省辖区内网
络商品交易平台总量为3084家，其中长沙
市2086家，占比达67.65%，龙头作用明显；
从分布来看， 全省B店主要集中在天猫和
京东两大平台。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工商局发布了《湖南省“双十一”网络
购物情况监测报告 （2017）》（简称 《报
告》）。《报告》显示，2017年“双十一”期间，
全省网上商品交易量大幅增加； 在抽检的
网络商品中，有四成不合格。

《报告》显示，“双十一”当天，全省促销
商品达768297件， 与2016年相比， 增加
225076件； 从购物人群地域分布来看，我
省进行网络商品交易的用户主要集中在长
沙市、株洲市和郴州市；在全省辖区内网络

交易平台的商品价格分布中，单价为10至
50元的商品数量最多，占辖区内平台商品
总量的26.73%。

从抽样检测情况来看，在省工商局委托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抽取的317组网络商
品中，合格190组，不合格127组，不合格商品
占四成。其中家用电器检测76组，合格58组；
汽车用品检测14组，没有1组合格。家用电器
商品质量主要问题为输入功率、耐热和耐燃
等不合格；汽车用品质量问题主要为车载电
器和坐垫、坐套、脚垫标识不合格等。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 ）“手机扫码，就能
直接缴税， 真方便。”2月6日， 全国首笔
POS（一种多功能终端，具有消费、余额查
询和转账等功能）扫码缴税业务，在长沙
市天心区国税局顺利完成。作为全国首位
体验POS扫码缴税的纳税人，长沙凌飞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的办税员夏国辉对此赞
不绝口。

打开APP， 登录、 点击缴税支付、扫
码、支付成功。记者在现场看到，夏国辉选
择POS扫码缴税方式，为公司缴纳相关税
款，整个支付流程用时约2秒钟。

POS扫码缴税，只要纳税人在手机上

下载按中国银联二维码标准开发的APP，
并在APP上完成注册、绑定银行卡、开通
扫码支付功能后，缴税时只需出示APP上
的支付二维码，由税务工作人员通过机器
上自带的扫描枪进行扫描， 即可完成缴
税。

“这是湖南国税开辟涉税业务便民通
道的又一创举。” 省国税局局长刘明权介
绍，POS扫码缴税既可满足纳税人多元化
的缴税需求，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办税效
率和服务水平；下一步，湖南国税将在试
点推广的基础上， 把POS扫码缴税方式拓
展到电子税务局，实现线上、线下扫码缴
税全覆盖。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兰志荣）2018年我省将重点完成7项审计
任务。 这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审计工作
会上获悉的消息。

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胡章胜介绍，今
年主要有7项重点任务：一是持续开展政策落
实情况跟踪审计，重点关注“三去一降一补”
任务完成、“放管服”改革深化、积极财政政策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等情况；二是深化财政绩
效审计，重点关注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
预算管理、政府性债务、专项资金分配使用、
财政存量资金等情况； 三是推进经济责任审
计，坚持党政同责、同责同审，进一步加强对
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岗位的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亲属在金融
领域的从业情况以及是否插手干预工程、涉
砂涉矿的情况；四是规范完善政府投资审计，
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审深审透、确保质量，充

分发挥投资审计在促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上的作用；五是加强民生审计，主要加大
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力度， 突出抓
好扶贫审计，建立定期轮审制度，对全省扶贫
项目和资金实行全覆盖； 六是推进生态环保
审计，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环境保护责任的情况， 同时在各项审
计中重点关注资源环保政策措施的落实情
况；七是扎实开展国企国资审计，重点关注国
有企业执行改革政策、 资产负债损益和法人
治理结构、自主创新等情况，关注优化营商环
境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维护国有资本安全。

2017年，省审计厅依法审计调查5852个
单位，查出各类违规、损失浪费问题金额518
亿元， 处理上缴财政和减少财政拨款146亿
元，归还原渠道资金92亿元，核减投资159亿
元，在促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推进法治、维
护民生、惩治腐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中120”首次亮相湖南高速路
春运期间提供免费应急救援服务

广铁首趟“红眼高铁”今晨抵长
春运将开行304趟夜间高铁列车

湖南国税开通缴税便民通道

完成全国首笔POS扫码缴税业务

2017年我省网络商品交易额
1141.37亿元

女装、零食特产、家居生活用品、母婴用品交易量最大

2017年“双十一”网上商品交易量
大幅增加

抽检商品四成不合格，其中汽车用品检测14组，
没有1组合格

深化财政绩效审计，完善政府投资审计

审计明确今年7项重点任务
2017年省审计厅查出各类违规、损失浪费问题金额518亿元

� � � � 2月7日，龙山县体育中心，施工人员抓紧晴好天气，进行钢梁顶棚构件施工。
该中心总投资3.66亿元，包括体育场、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等项目，
是湖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场馆，预计今年5月竣工。 曾祥辉 摄

春运进行时

� � � � 2月7日， 一架金汇救援的直升机升空进行空
中应急救援展示。当天，“空地联动，情满旅途”湖
南高速直升机免费应急救援暨2018年春运志愿服
务活动在岳临高速雷锋服务区启动。2018年春运
期间， 湖南高速首次免费推出直升机应急救援服
务。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康美药业牵手张家界
拟投资100亿元， 打造

国家级康养综合项目
湖南日报2月7日讯（记者 田育才）2月6日下

午，中医药龙头企业康美药业与张家界市政府签
约，将在张家界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在中药材林
下种植、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医院合作、国家
级康养综合项目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合作。

康美药业是国内资本市场率先突破千亿市
值的医药企业，旗下业务包括医药生产、医药物
流、医药服务。其中，医药服务涉及互联网医疗、
康美智慧药房、医院、康美健康商城等方面；研
发的产品包括中药、中成药、保健食品等。

根据协议，康美药业将在永定区枫香岗片区
选取4000亩建设用地，投资建设“大健康+大旅
游+大文化”项目及高端健康食品加工项目，打造
融中医医疗、康养、旅游、休闲度假、文化娱乐于
一体、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国家级康养综合项
目，把张家界中医药和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打造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张家界样本”。

体育场馆施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