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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70 6 6 5 9 4 2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5030740.5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63 5 7 0
排列 5 18163 5 7 0 3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0

刘永涛

笔者的一位朋友，几天前的一
个晚上， 到人保财险长沙一处网点
快捷办理了理赔手续，颇有感触。

早前， 朋友行驶途中不小心与
前车追尾， 车修理好后一直没时间
去理赔。在其印象中，保险公司和很
多单位一样， 都是朝九晚五的作息
时间，没想到打电话问询，保险公司
开了“理赔夜市”，服务时间延长到
晚上9时。 这天下班后，他开着车到
就近保险网点，很快将理赔办结了。

据了解， 自今年5月1日起，人
保财险在长沙率先推出 “理赔夜
市”服务，让有理赔需求的上班族，
能利用下班时间前往理赔。有的网
点还结合实际，进一步延长服务时
间，由专人负责理赔咨询、单证收
集、小额快赔等。

曾几何时，“投保容易理赔难”
是不少人对保险行业的印象。消费
者投保时， 保险推销人员像亲人；
出现事故理赔时，有的业务员则瞬
间变成陌生人。保险服务跟不上客

户需求，失去的不仅是品牌，还有
赖以立足的市场。 保险的口碑是
“赔”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

从本质上说，“理赔夜市”正是
保险服务升级的一个缩影。在生活
工作节奏不断变快、人口相对集中
的城市，这样的服务不但方便市民
客户，还有望产生鲶鱼效应，推动
保险行业完善服务。

保费有限额，服务无止境。 保
险回归保障，不但体现在产品和销
售上， 更体现在理赔等售后服务
上。 “理赔夜市”或许并不算超常规
的创新，但仍然值得点赞。 对保险
消费者而言，宁要务实的、贴心稳
妥的服务，也不要花哨的、难以落
地的“空头支票”。

当下，让信息多跑路 、让群众
少跑腿，已成为群众的期盼，也是
政府和企业在服务中所追求的 。
“理赔夜市”可谓一个生动实践。人
们对效率的推崇， 对获得感的追
求，势必促使保险等行业加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升级“用户体
验”。

谈经论市

� � � � 6月19日，长沙市开福区方正证券公司留芳岭营业部，市民在查看股票信息。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理赔夜市”
“赔”出了口碑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曾林

6月19日上午9时， 郴州市政务
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来办事的市民络
绎不绝， 不少市民在大厅的“一次
办结” 服务自助终端设备上办理事
项。“以前企业办理申请普通增值税
发票增量业务， 至少要2天才能办
结， 自从有了‘一次办结’ 制度后，
办事方便快捷多了， 特别是在自助
端上， 办理只需5分钟。” 郴州海利
微电子公司的会计人员满意地说。

这位会计人员说的“一次办结”
改革， 始于2017年8月， 是郴州市在
全省率先推行的政务服务制度改革，
该项改革明确规定， 群众和企业到
政府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 在资料
齐全的前提下， 只需向政府部门一
次完整提交资料， 即可当场办结或
由政府部门内部流转在承诺时限内

办结。
“以前一个投资项目的审批

‘一直在路上’， 真是写不完的材料，
跑不完的路， 盖不完的章。” 一个公
司的负责人如是深有感触地说。

要让企业少跑腿， 关键要减少
审批环节。 为了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近年来， 郴州大力对接“北上广”，
对接的第一要务就是对投资项目审
批进行“一次办结” 改革， 他们要
求通过再造办事流程、 压缩审批环
节、 打通部门壁垒等， 推进政务服
务事项向网上集中、 向综合窗口集
中。 “所有纳入‘一次办结’ 改革
的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及公共服务
等事项， 必须降低受理门槛， 精简
申报材料， 取消无谓证明等。” 郴州
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改革按
照“怎么便民怎么改” “怎么快办
怎么改” 的思路， 力求所有政务服
务“马上办、 网上办、 就近办、 一

次办”。
为此， 郴州市要求相关职能部

门按照“事项进驻、 职责进驻、 人
员进驻、 领导进驻” 原则， 确保行
政许可事项进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率在95%以上， 并对涉及多个部门、
多个层级的关联办理事项， 实行
“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 全面疏理
政务服务事项， 经清理后， 郴州市、
县两级各项政务服务事项共计13348
项， 其中， 纳入“一次办结” 事项
12075项， 达90.4%。

在要求“一次办结” 的同时，
要求能“即时办” 的全部“即时
办”、 能“网上办” 的全部“网上
办”。 今年3月， 郴州市在全省率先
上线“一次办结” 政务服务平台，
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
术， 把各种政务服务“移” 到自助
端或手机上， 目前该市所有“一次
办结” 政务服务事项100%上网运

行， 其中， 与群众、 企业息息相关
的238项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一次办结” 大大方便了办事
主体， 优化了营商环境。 目前， 全
市共减少审批环节492个； 投资项目
审批时限由原来的269天压缩到95
天， 提速64.7%。 政务服务事项按时
办结率100%， 群众满意度超过99%。
郴州高新区国地税局局长谢程鹏介
绍， 改革实施以来， 仅郴州高新区
新增纳税企业同比增长近三成。

郴州金贵银业行政副总监李斌
说， 现在通过政务中心的一个窗口，
一次办结， 省时、 省心、 省力。 广
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克说： “总投
资200亿元的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
园项目去年落户郴州桂阳县， 首批
入园63家企业感受到了郴州‘一次
办结’ 改革带来的‘红利’， 各种审
批不仅速度快， 而且当地部门全程
代办， 真是太方便了。”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满
盘尽墨。 沪指3000点保卫战宣告
失败，重返“2”时代。上证综指跌幅
3.78%，收报2907.82点；深证成指
和创业板指重挫5%以上。

指数下行，两市千股跌停。 湖
南板块约30只个股跌停；仅红宇新
材、新五丰、正虹科技、大康农业和
方正证券5只股票收涨； 其中红宇
新材因控股股东、实控人拟变更，6
月13日复牌至今已连续4个涨停。

美国政府6月15日晚公布对华
征税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国
政府16日凌晨即出台同等规模和力
度的征税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659
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
的关税。 尽管中美双方此前就经贸
问题展开了多轮磋商， 并达成了一
定程度的共识， 但美方挑起的贸易
摩擦仍在继续， 引发了资本市场担
忧。

兴业证券认为，6月内忧外患
同时来袭，A股进入风险释放期：
内部，金融去杠杆下，信用风险频
频暴露、股权质押压力陡升；外部，
贸易战硝烟再起， 美联储加息落
地，全球股市、汇市波动加剧。弱势
之下，建议投资者做好防御，静待
市场的结构性机会。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熊潇） 在日本流行的“胶囊旅
馆”走进长沙机场了。 今天， 省机场管
理集团发布，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近期
引进了一家机场零距离住宿平台， 旅
客不用出航站楼就可有独立的空间休
息。

胶囊旅馆，起源于日本。由于这类
型旅馆的每间客房空间较小， 仅供一
人休息， 因而被形象地称为“胶囊旅
馆”。目前，我国多家机场提供“胶囊旅
馆”服务，主要适用于因中转、延误等
原因需要中短时休息的旅客。

在黄花机场T2航站楼负一楼，根
据引导牌便可走入这间名为“睡机场
酒店”的“胶囊旅馆”。 记者看到，外观
酷似太空舱的微型客房内，有单人床、
充电插座、WiFi、新风系统等。 每个房
间都装有智能门锁。 客房还根据空间
大小进行了分舱， 比如头等舱客房空
间更大一些。

据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介
绍，该酒店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共
75个微型客房， 其中头等舱21个、豪
华舱34个、经济舱20个。

目前，该酒店已对外营业，还免费

为旅客提供24小时热水卫浴、人工叫
醒、冷热直饮水等服务。旅客既可在现
场预定， 也可通过各种第三方旅行网
站进行订购。 既有时租房， 也有过夜
房。

旅客只需凭身份证在前台办理登
记并缴纳相应押金，即可持房卡入住。
旅客退房后， 可通过酒店门口附近的
自动扶梯， 直上航站楼三楼办理值机
手续。

据介绍， 该酒店在本月底推出优
惠服务， 经济舱时租房每小时40元，
过夜房110元。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刘永涛）19日，湖南保监局官网发
布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保产险”）赫山支公司、南县支
公司， 因存在编制虚假的报告、报
表、文件、资料的违法违规行为，违
反了《农业保险条例》， 共被罚款

24万元。
经查， 太保产险赫山支公司

2017年6笔育肥猪保险赔案存在
扩大赔付的问题，涉及扩大赔付金
额16100元；太保产险南县支公司
2017年4笔小龙虾保险赔案存在
扩大赔付的问题，涉及扩大赔付金
额21201.9元。

“胶囊旅馆”现身黄花机场
旅客不用出航站楼可有独立空间休息

千股跌停沪指重返“2”时代
湖南红宇新材连续4涨停

省时 省心 省力
———郴州市政务服务“一次办结”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太保产险违规遭处罚
违反《农业保险条例》扩大赔付，被罚款2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