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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启动工程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

对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盲目抢进度、
赶工期造成质量安全问题及损失的，要
依法追究建设单位责任并由其赔偿损失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天，全省建筑业
改革发展推进会暨住建系统“强执法、防事故”现场会提出，
全面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并通过严格执法、严厉处
罚、严肃问责，着力提升建筑业供给优质建筑产品的能力。

会议提出， 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其他有关单位主
体责任，落实项目经理记分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质量安全监
理报告制度。对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盲目抢进度、赶工期等
因素造成质量安全问题及损失的， 要依法追究建设单位责
任并由其赔偿损失。

会议透露，从本月起至12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住
建系统安全监管“强执法、防事故”专项行动，建立健全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合法性审查和听
证等5项制度。对主体责任严重不落实、违法违规问题突出
的企业和执业人员，要结合“强执法、防事故”专项行动，铁
腕执法、打在痛处、全面曝光。

我省首次截获
彗星飞蛾标本

海关提醒勿随意邮寄或携带
动物标本入境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
桂）5月24日， 星沙海关从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邮件
中截获99件蛾类标本，经鉴定为彗星飞蛾（又名马达
加斯加月亮蛾）。

该品种为马达加斯加所特有，是世界上身长最长的
蛾类之一，这也是湖南口岸首次截获彗星飞蛾标本。

海关介绍，截获的标本制作精美，保存完整，其中
雄性50只，平均身长约20厘米；雌性49只，平均身长约
15厘米。根据相关规定，动物尸体、动物标本、动物源性
废弃物属于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物品。因为昆虫标本由
昆虫的尸体制作而成，有可能携带疫病。因邮件上未申
报货物名称且无收货人联系方式， 无法提供相关检疫
审批证明，星沙海关依法对标本作截留处理。

海关提醒：境外的动物标本来源、品种及卫生状
况不明，制作流程没有明确的标准，检疫风险难以评
估。为防止动植物疫情及有害生物传入我国，消费者
在不能出具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机构检疫证书的情
况下，勿邮寄或携带动物标本入境。

长沙烟花爆竹落后产能
全部退出

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从941家
减少至585家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彭雅惠）长沙市最后一批56
家自愿退出烟花爆竹企业抽验工作今天结束。 长沙市安监
局宣布，长沙全面完成烟花爆竹落后产能退出。

2016年6月我省启动烟花爆竹专项整顿治理，淘汰落后
产能。长沙按照“出台整改标准、开展联合执法、县乡分类指
导、引导自愿退出”的步骤，计划用2年时间引导全市落后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 截至目前， 长沙烟花爆竹行业共有
356家企业、87家工区退出生产领域， 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
业从941家减少至585家。

据介绍，全面完成烟花爆竹落后产能退出后，长沙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数量相对优化，安全生产秩序日趋规范，行业
安全状况明显提升，1至4月全市烟花爆竹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同比减少5起、11人。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罡） 记者今天从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长沙营业管理部获悉，今
年前4个月，该部在支持我省一般贸易
出口和国内贸易方面， 累计实现短期
出口信用保险保额14.07亿美元，同比
增长57.21%； 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保额
2.43亿元人民币； 短期险累计服务支

持客户数达763家，累计服务支持小微
客户513家。

在促进融资方面，该部短期综合险
融资承保额2.14亿美元，支持湘企获得
银行融资1.72亿美元。其中利用特定合
同保险支持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建泰国风电场项
目，实现保额2.4亿美元，并促其获得匹

配当期融资需求的1600万美元银行贷
款。

在支持我省海外投资、 大型成套设
备和工程承包“走出去”方面，实现海外
投资保险保额1.25亿美元， 中长期出口
信用保险保额0.4亿美元。

此外，今年一季度，该部累计赔付金
额达2514.46万元人民币。前4个月，处理

赔付案件共计148宗。
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家政策性金融

工具， 在支持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更加凸显。 中国信保长沙营管
部总经理叶小剑表示， 将扩大出口信
用保险覆盖面， 支持企业外经贸结构
调整与转型升级， 全力为湘企“走出
去”护航。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王晗）
近日，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入驻湘江
财富金融中心签约仪式在长沙举
行，湖南金融业再添新力量。

平安银行是世界500强企业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的一家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商业
银行， 为国内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
业银行之一。 目前已在全国设立70
家分行、1066家营业机构，为客户提
供综合金融服务。据悉，平安银行与

长沙的缘分始于2016年。 长沙方面
高度重视双方合作， 多次赴深圳平
安集团考察。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 将发挥银行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为城市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建设我省唯一的省级金融中
心，是省委、省政府补齐金融短板，
激发金融创新活力的重大决策部
署。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湖南
湘江新区高度重视现代金融业发

展， 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模
式， 加速推进湖南金融中心规划建
设和产业导入， 致力打造“立足中
部、辐射西部、富有活力、特色鲜明、
全国一流” 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目
前，湖南金融中心已聚集民生银行、
浦发银行、广发银行、长沙银行、三
湘银行、吉祥人寿等金融、证券、保
险、基金类机构50多家，湘江基金小
镇已注册落户基金及管理公司52
家，管理资产规模突破1000亿元。

平安银行落户湖南金融中心

长沙“放心肉”再添安全防线
5月29日上午，工人在牛羊肉标准屠宰线上作业。近日，长沙市首条牛羊屠宰标准生产线在雨花区启用，日均

屠宰量可达到羊2000头，牛200头，可全程监控养殖、运输与屠宰过程，确保让消费者吃上有“身份证”的优质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荨荨（紧接1版①）同时，建议省政府及财政部门加强债
券发行计划管理，合理安排债券期限结构，债券发行应
一律与公益性建设项目相对应。 政府债务资金只能用
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开支，要优先保障
在建工程项目建设，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绩效。严格规范
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严禁利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
法违规变相举债，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制度，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荨荨（紧接1版②）同时，省住建厅将组织成立建筑业
“走出去”战略合作联盟，在联盟内部围绕我省具有
比较优势的装配式建筑、中低速磁悬浮建设、水（火）
电站建设、公路桥梁建设等领域打造若干产业集群，
并邀请商贸部门、银行、保险等相关部门组成专家服
务支持委员会，为联盟成员提供政策和金融服务。

出口信用保险助力湘企“走出去”
前4个月实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额14.07亿美元，同比增长57.21%

浏阳经开区
到长沙开通公交线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王文）28日上午8时，

由浏阳经开区开往长沙市区的融长公交（金阳巴士）
826路和827路正式开通了， 这是浏阳经开区到长沙
首次开通公交线。

这两条开往省城的新公交线路， 始发站为金阳
巴士总站，途经浏阳经开区、浏阳高新区两个园区以
及洞阳、永安等乡镇，全程走金阳大道到长沙人民东
路地铁站。新公交线路公交车约20分钟一趟，全程用
时大约为70分钟。

据悉，该融长公交为纯电动车辆，噪音极小，采
用长沙市统一的平台收银，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
湘行一卡通、现金4种支付方式，全程票价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