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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彭丁云）3月15日，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联合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天
心区食药监局等单位，在天心区黄兴路步
行街举行“消费者维权法律咨询活动”，现
场为市民答疑解惑。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一个典型案例。
2016年10月， 刘某宴请几位老同学，在
长沙市天心区某烟酒商行购买了 4瓶
“国窖1573”浓香型52°白酒，支付了货款
2460元。

喝酒时，大家感觉酒的口感与平时喝
的国窖1573有所不同。于是，刘某通过包
装盒上提供的检验方式， 输入对应的二维
码进行查询，显示对应的信息数据不存在，
刘某当即意识到自己可能买了假酒。 他找
店家协商未果后， 将该烟酒商行诉至天心
区人民法院。

法院在法庭庭审中，通过白酒包装

盒上提供的检验方式，输入对应的有机
码进行查询，均显示对应的信息数据不
存在；又通过拨打“国窖 1573”浓香型
52°白酒包装盒上提供的查询电话，并
当场刮开防伪漆，输入对应的查询码进
行查询，发现4瓶白酒均为重复查询，可
以确定被告销售给原告的4瓶白酒均非
真正的“国窖1573”浓香型52°白酒，而
系假冒产品。

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返还
原告货款2460元。同时，因这些假酒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根据销售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应加倍赔偿的相关法律规
定，法院判决商家赔偿刘某24600元。

此案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
上诉。

消费者如何才能维护好自身权益？法
官建议选购商品时一定要索取发票或消
费凭证，这是维权的重要凭证。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刘泉子）今天，湖南地质公园邮资明信片在
长沙首发，数量1.2万套，每套23张，分别印有
23家地质公园的美景和特点介绍。

张家界御笔峰、崀山八角寨，古丈红石林……

湖南省地质遗迹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目前，全
省已获批建立地质公园32处，其中24家已经正
式挂牌，8家在建设中。地质公园总面积2941平
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4%。

近3年，全省地质公园共接待游客近1.8亿

人次， 门票收入53.9亿元， 旅游收入超906亿
元。带动了全省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各类产
业的发展。

明信片上， 精美画面展现了湖南地质遗迹
的独特魅力。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尹学朗表示，
这将扩大湖南地质公园品牌影响力， 同时有效
呼吁全社会科学开发、利用地质遗迹资源。

湖南下一步将加强对地质公园的保护利用，
开展地质公园自然资产登记试点，形成一套从法
律到标准的制度体系，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

长沙仙姑岭公园建成开放

首套湖南地质公园明信片发行
印有23家地质公园美景图像，首发1.2万套

� � � � 3月17日，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仙姑岭公园一期建成开放。该公园总面积50.25公顷，是一座集休闲、运动、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配备
有森林步道、儿童游乐设施以及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为周边市民群众提供了一个优美舒适的休闲活动场所。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陈淦璋）
16日上午，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一宗“限
房价、竞地价”地块，在经过54轮竞价后达
到最高限价111700万元而触发“熔断”。
该地块限定住房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
8000元， 将于本月26日在长沙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通过现场摇号产生竞得者。

这也是长沙市今年推出的第二宗“限
房价、竞地价”地块，均出现了开发商激烈
围抢。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今
日显示，今年以来长沙市内五区共挂牌出

让21宗地，以工业用地居多，住宅用地相
对较少。

该宗[2018]长土网012号地块位于雨
花区洞井街道，出让面积70673.9平方米，
容积率≤4.0，规划为商、住用地。起始价
73500万元，折合楼面价为每平方米2600
元；最高限价为111700万元，折合楼面价
为每平方米3951元。按照文件要求，该宗
地需采取装配式技术进行建造，且限定住
房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8000元(不含精装
修价格)。

长沙又一宗限价地遭围抢“熔断”
位于雨花区，住房销售限价为每平方米8000元

销售假冒“国窖1573”被判“假一赔十”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保
厅近日通报长株潭“蓝天利剑”环境执法专项
行动的情况，今年1月，长株潭三市严厉打击涉
气环境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64起，罚款177.6
万元。

三市之中，长沙力度最大，处罚案件39起，
处罚金额130.2万元， 持续保持环保执法高压
态势。株洲市处罚案件8起，处罚金额21万元。
湘潭市处罚案件17起，处罚金额26.4万元。

省环保厅通报了一批“蓝天利剑”各地查处的
涉气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对违法问题企业进行曝
光：

浏阳戴某非法焚烧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移送公安刑事拘留案；
望城区茶亭镇新型建材厂无证排污拒不

停产，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
望城区梅湖建材有限公司逃避监管违法

排污，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
宁乡市花明楼镇旺泉砖厂不正常运行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
长沙帅洁餐具消毒有限公司废气超标排

放，行政处罚案；
攸县金地来建材有限公司不正常运行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
攸县网岭长宜环保砖厂未配套建成大气

污染防治设施烟气直排， 移送公安行政拘留

案；
株洲市芦淞区王令军木材加工厂未批先

建，强制断电关停案；
湘潭县湘易玻璃厂擅自停运污染防治设

施，移送公安行政拘留案；
湘乡市福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无证排污，

行政处罚案。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萍）记者今天从省环保厅获悉，株洲市龙下
焊接材料厂因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被责令停产整治， 并处以行政处罚20万元，该
厂员工谭某被移送公安行政拘留5日。

日前，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带队扶贫督察
的途中发现， 茶陵县龙下工业园上空有浓烟，
当即向株洲市政府、茶陵县政府相关领导进行
了交办。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及时排查，对涉事

企业进行调查处理。
事件交办当晚，株洲市环保局执法人员通

过现场采样监测发现，该企业脱硫除尘设施循环
池出口PH值为2.68，进口PH值为2.9左右，未达到
脱硫除尘设施正常运行要求值范围，且沉淀池循
环液上层有较多褐色泡沫状物质，底部沉淀物约
50公分左右， 涉嫌不正常运行脱硫除尘设施。随
后，株洲市环保局对该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
案查处， 依法下达了《责令停产整治事先告知

书》，处以行政处罚，并对涉嫌不正常运行环保设
施的直接责任人移送至茶陵县公安部门。

为确保企业停产到位，茶陵县环保局现场
依法查封其3台500千伏安的电弧熔炼炉、1台
鼓风机和7套电路控制设施， 并致函龙下灌区
管理局对该企业采取限电措施。

茶陵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
企业已按照要求开展整改，环保部门会在确保
监测结果达标后，允许其重新开展生产。

“蓝天利剑”出鞘 查处64起案件
长株潭三市打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1月共罚款177.6万元

企业冒浓烟 被罚款20万元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直接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5日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卢小成） 去年我省道路客运量破
10亿人次，然而道路运输企业效益却呈断
崖式下滑。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道路运
输工作会发布， 我省今年将全面深化运输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隐患清零”倒
逼“散、小、弱”企业整合，培育一批安全管
理水平高、服务质量好的骨干运输企业。

自去年4月起，我省开展道路运输“隐
患清零”行动，全面清查各地存在和新发
现的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截至2017年底， 全省整改道路运输
隐患36万多个，停运整顿车辆1313台，依
法关闭取缔企业32家。通过强力推进“隐
患清零”，全省去年“两客一危”车辆超速

下降99.54%； 道路运输行业事故死亡人
数同比减少61.8%。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
智勇介绍，今年我省“隐患清零”行动将持
续“升级”。省交通厅将按月通报“两客一
危”动态监控平台数据排名，并提出整改要
求。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隐患清零”工作落实不到
位的，将依法依纪依规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会议透露，为从根本上提高道路运输
驾驶员队伍综合素质，我省今年将首次在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试点开办大型客货车
驾驶员专业，并在全省推广。凡年满18周
岁并符合相关条件的高中毕业生可报考。

道路运输“隐患清零”行动升级
我省首次在职业院校开办大型客货车驾驶员专业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卢小成）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
道路运输工作会透露，我省今年将加强驾
培服务新模式的监管，确保年底前全省所
有驾培机构均可提供“计时收费、先培后
付”的服务模式。这意味着，学员去驾校学
车既可选择一次性付费，也可学一个课时
缴一次费。

在驾校学习和付费的常见模式是一
次性缴付所有学费，再开始培训。

由于这种“包干制”服务模式难以有
效防范驾校减少培训项目和学时等情况，
按交通运输部要求， 我省自2016年起开
始推行驾驶员培训“计时收费、先培后付”
的服务模式。

学员在选择驾校时，可下载相关APP
（各市州未统一）， 自主进行学时预约。学

员可以学1个课时支付1个课时的费用，还
可自主选择教练员并进行网上评价。

截至3月中旬， 我省共登记注册999
所驾培机构， 已有730所驾培机构提供
“计时收费、先培后付”服务。

省道路运输管理局驾培培训科科长吴
尚东介绍， 先学后付模式比一次性付费模
式更加透明公正，学员学车的选择权、自主
权更大。我省要求所有提供“计时收费、先
培后付” 服务的驾培机构对该服务进行公
示，并与学员签订合同。

记者了解到，由于先学后付模式要
求累计完成62个学时，不少学员反映实
际成本比一次性付费要贵。加之学员驾
考资格尚未与实际学时挂钩， 因此，目
前我省实际选择先学后付模式的学员
仍然较少。

驾校今年均可“先培训后付费”
学员既可一次性付费，也可学1个课时缴一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