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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袁丽霞 张子清）湘潭大学校友
毛大年近日向母校提供了珍贵历史资
料———其伯祖父毛禹居老人的珍贵诗
词，见证了毛泽东主席为湘大题写校名
的经过。

毛大年，毛禹居侄孙，湘大复校后
1975级政治系政治专业校友。毛大年提
供的他父亲毛远翔1959年4月22日日记
原文记载：伯父毛禹居离开湘大回韶山
时，留了4首绝句作为纪念：

喜见湘潭建大学， 农林畜牧广场
开。群英济济于斯荟，博得声名尽楚材。

厥初成建复筹谋， 文上中央主席
投。乞得一枝鸾凤笔，校名恒永耀潭州。

当世群看革命花， 在兹教职信堪

夸。师生结合均劳动，锻炼身心捍国家。
杨家桥畔我流连， 感谢群贤未易

言。若得优游荷天禄，再游大学看红专。
这段日记有着珍贵的历史意义，它

证明了毛禹居老人为湘大做了一件特
别有贡献的事———请毛主席为湘大题
写校名。从这段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可
以了解到， 毛禹居于1958年8月住在湘
大，8月15日上北京，8月17日到北京惠
中宾馆，8月18日住王府井大街金鱼胡
同和平宾馆505号房。9月9日，毛主席在
中南海接见毛禹居。9月10日，毛主席为
湘大题写校名。毛禹居回湘潭后住在湘
大。1959年3月至4月20日， 毛禹居又住
湘大，离开湘大时，写下了这4首珍贵诗
词。

面对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曾任湘
大子校校长的肖廉臣老师回忆：“禹居
老人在湘大居住期间，言传身教，他以
生活简朴、平易近人的品德，深深地教
育和影响了师生。 毛禹居住在湘大，到
处调查研究，电厂街、办公楼、磨石塘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很多人都见过这位慈
祥的老人。”

根据其它历史资料记载， 毛禹居
领回毛主席的题字后， 他就自动留居
湘大，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坐镇”
学校， 成为了湘大当时还没有董事会
的义务“董事长”。他与师生员工同甘
共苦，把心都放到了湘大，胸前常佩戴
一块红底白字的湘大校徽， 让人尊敬
不已。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李萍）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宣布，启动长沙电网建设攻坚行
动———“旗帜领航·鏖战长沙630”行动，
计划在6月30日前彻底消除长沙电网现
阶段供电“卡脖子”问题，确保今年夏季
用电高峰期间， 长沙地区供电充足可
靠。

据了解，“十二五”以来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累计投入约79亿元建设
长沙电网， 其中我省首座500千伏智能
变电站及220千伏林海、通益、生药等一
批重点输变电工程的投产，有效支持了

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进一

步加快， 长沙电网现有承载力已达极
限，预计2018年夏季高峰负荷时段电力
缺口将达到120万千瓦。

2017年10月，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制定了“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2018年至2020年将投入
约150亿元， 在长沙实施“主干网架提
质、骨干网架补短、城乡配网升级”三大
重点工程，主要包括建设35至1000千伏
项目160项，新建、改造中低压配电线路
约5000公里， 新增配变容量130万千伏

安等， 到2020年将实现满足1000万千
瓦负荷下安全供电的总体目标。

消除长沙电网现阶段供电“卡脖
子”问题是落实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环
节， 主要解决长沙电网输送能力受限、
供电能力不足、变电设备过载、城农配
网改造升级、负控能力不强等问题。

据悉，今夏用电高峰时期到
来时，长沙城区将新增与改造配
变容量23万千伏安，农配网将新
增与改造配变容量43.8万千伏
安，长沙电网智能化程度实现较
大幅度提高。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自今年1月1日零时起， 全国高速公路对
ETC用户缴纳的通行费不再开具纸质发票，
而是开具电子发票。

3月15日，省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开具工作新闻通气会发布，即日起，
湖南高速公路将启动为期4个月的高速公路
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具工作宣传活动。

为何要推行通行费电子发票
自1月1日零时起， 全国高速公路车主使

用ETC卡缴纳的通行费， 全部通过发票服务
平台网站www.txffp.com或“票根”APP开具
电子发票，不再开具纸质票据。

2017年12月31日以前使用ETC卡缴纳的
通行费， 仍按原有方式获取发票。 用户需在
2018年12月30日之前到ETC合作银行柜台打
印纸质发票。

ETC储值卡用户在1月1日零时后卡内仍
有余额，且之前充值时未取得充值发票的，可
在后续实际缴纳通行费后， 开具通行费电子
发票。

截至2月28日，全省高速公路为湖南ETC
用户开具电子发票15万余张。

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中心主任王光辉介
绍，通行费电子发票的开具，实现了车辆号牌
与通行记录的准确对应， 最大限度方便了纳
税人获取发票，实现税款抵扣，打通了收费公
路落实“营改增”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有利
于税务部门规范管理和数据应用，可让“让信
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通行费电子发票对车主有何影响
过去，湖南ETC车主如需开具发票，需到办

理该卡的银行指定网点开具，极不方便。而改为
电子发票后，车主登录发票平台即可开具。

“对于个人用户、单位用户而言，可以少
跑腿了。 而最大获益者是道路运输企业。”长
沙市国税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副处长王勇刚介
绍，“营改增”后，物流企业通行收费公路的通
行费可以有3%的进项税额抵扣。

过去， 货车司机用ETC卡走人工通道缴
纳通行费时，会收到一张纸质凭据。通行结束
后， 物流企业需持这些纸质凭据去相关单位
换取可抵税的发票。

“换言之，过去企业开具发票后再去抵税，
流程复杂，环节较多。”王勇刚说，改为电子发票
后，极大方便了物流企业进项税额抵扣。

湖南一力物流公司高级经理王用武向记
者反映，过去由于抵税环节太复杂，加之难以
收集完整所有纸质凭据， 企业一般就自动放
弃了抵税的权益。

“改为电子发票后，哪条路收税，抵税税
额是多少等一目了然。”王用武透露，货车司
机在一个月内多次通行相同路段的， 还可以
汇总一次开具电子发票，“为我们企业可节约
5%左右的成本。”

目前，我省已有ETC用户266万，其中物
流企业用户近30万。

交通、税务部门提醒，用户可通过发票服
务平台热线95022、湖南省ETC客户热线电话
0731—96528、 湖南省交通服务监督热线
12328、 湖南省纳税服务热线12366了解电子
发票开具详情。

车
主
报
销、

企
业
退
税
﹃
少
跑
腿
﹄
︱
︱︱

湖
南
高
速E

T
C

全
面
开
具
电
子
发
票

毛禹居珍贵诗词首次公开

见证毛主席为湘大题写校名经过

国网湖南电力展开攻坚行动
消除长沙电网供电“卡脖子”问题

欧阳金雨

3月15日，全国两会第三场“委
员通道”开启，记者们向李彦宏、刘
永好等企业界委员提问。李彦宏委
员说 ，未来中国20至50年 ，经济成
长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应该就是人
工智能，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在这里
头扮演一个正面的推动力量。刘永
好委员直接表态：“我们发展了，进
步了 ，应该为国家作贡献 。国家提
出精准扶贫计划，新希望集团计划
帮助一万多名贫困户脱贫。 同时，
支持乡村振兴计划，培训10万名农
民职工。”

“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愧两
会高‘言值’！”直播视频下，网友们
纷纷留言。其实不止网友，人们越来
越注意到， 活跃在全国两会上的优
秀企业家们都富有着社会责任感，
并且都在用实际行动不断赋予社会
责任以广泛而新鲜的内容。

他们或提供就业机会、 开发创
业平台， 或共同致力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创新，或积极投身“一带一
路”、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
家重大战略，或大力扶贫济困、捐资
助教、关爱弱势群体。特别是当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革命到来， 企业家们一边应对

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边创造产品和
服务，通过拥抱科技革命、推动节能
环保、促进环境友好、拓展绿色金融
等凸显社会价值。

企业不能不追求商业价值，否
则无法生存。 但在追求合理商业价
值的基础上， 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企
业的产品、 服务以及公益事业创造
更大的社会价值， 这是企业家精神
的显著进步。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
越多这样的企业涌现出来， 走在时
代前列。 主动追求社会价值的最大
化，而非短期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也
从少数企业家的认知， 变成多数企
业家的自觉。

湖南企业界代表委员也是如
此。 戴立忠代表毅然放弃国外优厚
条件回国创业， 当记者问他：“如果
人生可以重来， 你最想更改的一个
选择是什么”，戴立忠说：“可能更早
一点回来”；胡建文代表建议制定完
善土地经营权保护的相关制度，适
当放开规模经营， 呼吁支持基层退
休干部兴办农企。 他们的回答中品
读出真心，建议里看得出专业，这背
后展现的更是他们对湖南发展强烈
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这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时代，
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致敬越来越丰
富、饱满、优秀的企业家精神！

戴先任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
际， 各级消协组织相继披露2017年度
消费者投诉数据和典型案例。 多类投
诉显示 ,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服务质量
成为消费关注热点。

从各地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来看 ，
诸如共享单车、网络促销、在线旅游以
及传统重点消费领域等成为 “热点”。
家政服务、运动健身、教育培训因服务
缩水等问题， 旅游服务则因降低住宿
标准、 缩短游览时间等问题， 较为普
遍，投诉量增幅较大 。国人在旅游 、餐
饮、娱乐等方面的消费量显著增加，而
相关领域的服务供给还是原地踏步 。
服务领域投诉增加， 背后是国内消费
者对服务消费的质量变得更为重视 ，
消费需求升级。同时，消费者的需求不

能得到充分满足， 折射了相关领域存
在供给不足、质量不佳等问题。

国人消费升级，这对广大商家、创
业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商机。市场供
给不足， 说明市场是一片大有可为的
蓝海， 这正是商家勇猛精进抢占市场
之处。商家应该针对消费者的不满意，
对症下药，改进服务，推出能适应满足
新需求的产品。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通
过有力的监管手段，实现优胜劣汰，助
推优质服务占领市场阵地， 也是言中
应有之意。

时代在变， 消费环境也在变化。不
能消费者已经过了河，服务供给者还在
摸石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升级，消费
市场也应实现有效供给， 也应随之升
级，而不能拖了后腿。这样才能在消费
和供给生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
民经济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换挡升级。

王德和

春节过后，是新一轮“奋斗模
式”的开启。而对于农村为数不少
的家庭来说， 他们又要经历一段
漫长的别离。 为了生计， 为了梦
想，青壮年要远赴异乡，留下颇多
牵挂的老人和孩子。

农村留守老人儿童看护问
题， 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无法绕
开且日益严峻的课题。 作为家里
的顶梁柱，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
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青壮年只
能以别离之痛， 来换取全家生存
之基 。据了解 ，目前绝大多数 “空
心化”的农村家庭，留守老人儿童
看护方式基本上是 “自然状态”。
留守孩童尚有留守老人照看 ，而
留守老人除了自身 “硬撑 ”外 ，主
要靠配偶的 “风险性 ”照看 ，儿女
们 “候鸟式 ”照看 ，亲邻的 “扶助
型”照看。

显然， 农村留守老人儿童的
这种自然状态存在风险和隐患 。
事实上， 我们有过不少因为缺少
必要的照料， 发生诸如老人病逝
无人知晓、小孩溺水等悲剧事件。

对留守老人儿童给予必要的
组织性关怀， 这是新时代解决留
守老人儿童看护问题的有效途
径。乡村基层组织要强化领导，建
立机制 ，加大投入 ，落实责任 。在
此基础上引导社会力量、 爱心组
织共同参与。 一方面建立常态化
的网络信息化管理， 另一方面配
备专门人员、 引导爱心人士和社
会力量参与建设。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是我
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是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 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的宏大背景下，
对留守老人儿童给予组织性关
怀， 建设留守老人儿童看护工程
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付 彪

随着电商、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
等新业态的发展， 相应的涉互联网诉
讼案件随之增多， 专门审理此类案件
的互联网法院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多位全国人
大代表就建言增设互联网法院， 专业
化审理互联网案件。

所谓互联网法院 ， 简言之就是
“专业化审理互联网案件 ”的法院 ，但
绝不止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庭审 ，而是
通过标准化 、结构化的新型互联网审
判方式 ，实现 “涉网纠纷在线审 ”。增
设互联网法院 ，切中了互联网时代司
法的新需求。一方面 ，随着互联网 、移
动互联网等快速发展 ， 网络侵权 、网
络欺诈、个人网络信息泄露倒卖等案
件大量增加 ，而此类案件具有明显跨
地域的特征 。 在传统司法模式下 ，当
事人需要多次跑法院 ，有的还要到外
地起诉、应诉，维权成本太高 ，原告受
不了 ；审理成本太高 ，法院同样难以
承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需求 ，增设互联网法院 ，从立案到审
理 、从举证到质证 、从开庭到调解都

在网上进行，打官司就像 “网购 ”一样
方便 ，无疑打通了司法为民 “最后一
公里”。另一方面 ，涉网案件具有技术
性强 、辐射面大 、与新型商业模式深
度关联 、纠纷性质复杂等特点 ，给司
法审判带来不小挑战 。互联网法院是
专业性法院 ， 需要集聚专业力量 ，按
照专业化规则运行 。这些人既要精通
法律， 还要懂互联网、 懂经济、 懂金
融 。增设互联网法院 ，探索适合涉网
案件的诉讼规则和审判机制 ，确保裁
判法官的业务水平 ，无疑更能体现司
法的公正和公平 ，也有利于促进互联
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时代呼唤互联网法院 。从
国内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
法院的运行效果看， 自去年5月1日试
点管辖部分涉网案件以来，截至今年2
月底 ， 该院实现了100%在线审理案
件，开庭平均用时25分钟，平均审理期
限48天。“5分钟提交诉状，全程网上操
作，打官司不再繁琐 ”。互联网法院让
“网上纠纷网上了”， 降低了群众维权
成本，丰富了维权手段，节省了司法资
源……杭州的创新， 为全国增设互联
网法院提供了样本。

2017年， 悟空单车、3Vbike、
町町单车、酷骑、小蓝单车等共享
单车企业出现经营异常，引发了消
费者对押金安全的担忧，纷纷提出
退还押金，但商家的相关售后服务
未能跟上， 出现了退款难等问题。
中消协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

月3日， 共收到消费者关于共享单
车的信件2383封，因有共享单车企
业无偿付能力， 不能及时退还押
金，引发全国性群体投诉。面对这
一涉及甚广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
题，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措施，拿出
有效的招数。 漫画/王铎 文/郑言

致敬有情怀有理想的
企业家精神

消费需求升级 市场别拖后腿

增设互联网法院切中时代新需求
对留守老人儿童
要给予组织性关怀

共享单车押金退难应有招可治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