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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工商局公布了我省首批拟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截至今天，全省有13832家
企业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履行
相关义务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而上榜， 到7
月14日， 上述企业如仍未履行相关义务，将
被正式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查询拟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可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http://hn.
gsxt.gov.cn/index.html）。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规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
未履行相关义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
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变更或
者注销登记等情形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此次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
业， 均存在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后仍
不履行相关义务等违法失信行为。” 省工商
局企业监管处处长吴海广告诉记者，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除了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对其
重点监管， 向社会公开其违法失信信息，在
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限制外，还将采取联合

惩戒措施，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
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
或禁入。

据了解，此次上榜的企业，还有一次改
过的机会。根据《办法》规定，我省首批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 如在7月
14日前，履行完年报等相关义务，仍可向工
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从而避免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被
正式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后，要届满
5年才可申请移出。下一步，我省还将根据其
他情形，加强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

刘勇

邵阳养猪大户老谢，最近在长沙一家湘
菜馆吃了一份辣椒炒肉后 ， 感到有些想不
通：现在猪价跌得 “不成样子 ”，这辣椒炒肉
的价格却为何稳得很？

老谢记得很清楚，2016年时，生猪出栏价
每公斤超过20元，突破历史最高位，他也是在
夏天来到长沙这家湘菜馆吃了一份辣椒炒
肉 。结账时 ，服务员告诉他 ：因猪肉价格大
涨，菜单上写的每份18元的辣椒炒肉，要按22
元收费。老谢心里虽有一丝不高兴 ，但还是
很快付了款 。他能理解店主的难处 ，成本增
加对利润确实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可是， 今年的生猪出栏价比2016年几乎跌
了一半，辣椒等其他成本的价格未见大波动，这
家湘菜馆的辣椒炒肉价格为何还是22元？

其实，并不只是这家湘菜馆“不厚道”。各
位去长沙的大街小巷走一走就能发现，没有
一家饭店因这轮猪价大跌而调低以猪肉为

主要原料的菜品的价格。
无独有偶，当年鸡蛋价格飙升，长沙大大

小小的早餐店纷纷把煎蛋价格从原来的1元
调整为1.5元、2元， 如今鸡蛋价格回归平稳，
可是煎蛋价格却“回不去了”。

这种价格“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在日常
生活中大量存在，在经济学上被形象描绘为
“棘轮效应”———作为一种机械零件，棘轮只
能向一个方向旋转，而不能倒转。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研究、讨论“棘轮
效应”时，大多是从消费者立场出发，为他们
寻求应对消费支出增加的办法，鲜有为老谢
这样的原料生产者考虑的。

辣椒炒肉的 “棘轮” 始终向一个方向旋
转，与老谢们最攸关的猪价却常常 “坐过山
车”。 在国家大力提倡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今天，相关部门是否可以引导各方建
立一种利益联结机制，在“过山车”急下坡过
程中，借助“棘轮”创造的利润空间给老谢这
样的农户些许补偿？

�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陈尚彪）7月9日， 位于安化县东坪镇和龙塘
乡交界处的茶乡花海项目工地十分繁忙：卡
车来回穿梭运送建筑材料，挖机来来往往平
整土地，工人在硬化排水沟……项目负责人
黄郎云介绍说：“截至目前，园区道路骨架全
部拉通，土地整理、茶树果树栽植基本到位。
现在每天都有近100名工人在施工， 争取再
用1年半的时间建成茶乡花海。”

据悉，安化县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项目
占地总面积2400多亩， 预计总投资5.4亿元

以上。项目融合“茶亭”“花海”两大元素，以
安化秀美的自然风光为依托，以安化黑茶艺
术茶园为基础，以四季名贵花卉树木为重点
布局了春夏秋冬4个花园， 依托园区内98座
小山头建设109个景点。园内的悬崖宾馆、空
中玻璃滑道和星空露营等独特的旅游景观
令人期待。 黄郎云是从安化走出去的企业
家，他说，要在家乡打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
二的以茶旅为主题的生态景观。

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项目是益阳市和
安化县两级的重点工程。该项目自2016年11

月9日开工以来， 安化县政府先后多次召开
项目推进和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和解决项
目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项目建设稳步
推进。今年4月1日开工建设的茶乡花海特色
小镇， 是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的配套项目。
小镇将能安置500户贫困户， 显著改善贫困
户的居住条件，也为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提
供劳动力保障和旅游购物场所。

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总收入达3亿元，年利税9000万元。到今年6月
底，该项目已投资2亿多元，完成整体进度的三
分之一。据介绍，茶乡花海是益阳市委市政府
高度关注的一个重点项目，也是安化盘活旅游
的一招“大棋”。如果把设计蓝图完美地呈现出
来，将是带动安化茶(业)旅（游）产业乃至经济
社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引爆点。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雷鸿涛 李林 王泽
宇）7月3日， 洪江市工业集中区与凌发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签约，总投资8540万元的
包装桶及水性环保工业涂料项目正式落户
该市。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上缴税
金500万元以上。这是洪江市狠抓招商引资、
进行产业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年上半

年，洪江市工业集中区共完成7个签约项目，
投资额达4.3亿元。

今年，洪江市吹响“产业项目建设年”集结
号，制定产业及产业园区三年发展提升行动方
案，力争到2020年，全市实施重点产业项目不
少于100个，累计投资不少于120亿元，园区规
模工业增加值达41亿元。截至6月底，洪江市已

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6亿元， 同比
增长18.6%； 市本级确定的70个重点建设项目
已开工建设57个，开工率达81.4%。其中纳入怀
化市的20个重点工程项目已开工18个。

洪江市实行市级领导、部门责任单位和
重点项目建设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将重点项
目年度建设任务按类别、按行业进行分解落
实。按照“储备项目抓前期，拟建项目抓开
工，在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扩能”的思
路， 洪江市还对重点项目进行动态跟踪考
核，加强项目征地、规划设计、财评、环评、招
投标等前期工作的调度跟踪。

�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黄运茂） 自然资源部等部委7月6日在北
京召开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评估验
收会。我省浏阳、澧县、芷江侗族自治县、南
山国家公园4个试点， 顺利通过国家部委验
收。

2016年底以来， 我省4个试点地区，以
“建立权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序的自然
资源产权制度”为工作目标，将“划清全民所
有和集体所有边界，划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
政府行使所有权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
边界”为试点核心工作，积极破解试点难题。

通过试点工作的开展，各试点地区查清
了自然资源家底，形成了自然资源状况“一
张图”；完成了自然资源调查确权，形成了自
然资源登记“一个库”；初步构建了信息共
享机制，形成自然资源管理“一张网”；探索
形成了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一套制度”，较好
地完成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的主
要任务。

下一步，我省将在14个市州各选取1至2
个试点区域，适当扩大改革试点范围，以促
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更好地发挥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王曾蓁） 移动互联网正在促进传统酒店
业的转型变革。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和美团
酒店今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
进湖南文化旅游形象宣传和“旅游生活化”
湖南模式建设，加快互联网技术、旅游大数
据与湖南旅游经济的深度融合。

华天实业、长沙延年、湘投阳光和长沙
通程4家湖南本土高星级酒店集团， 同步与
美团酒店达成战略合作，4家酒店集团的客
房实时库存与美团酒店打通直连，消费者可

在美团酒店预订平台更为方便地预订客房，
并获得快速确认。

同时，各酒店还将与美团酒店在市场营
销、数据运营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打
造区域酒店集团发力“互联网+住宿”的行业
范本。

美团酒店高级顾问冯洁表示，湖南旅游
住宿业基础雄厚、发展迅速，在消费升级的时
代背景下，美团酒店希望能够充分发挥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积极作用，助力湖南
旅游住宿业转型升级。

全省首批拟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公布

●13832家企业上榜，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查询
●7月14日上述企业如仍未履行相关义务，将被正式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谈经论市

辣椒炒肉价格为何只涨不跌

我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通过验收
形成了“一张图、一个库、一张网、一套制度”成果

湖南旅游住宿业发力“互联网+住宿”

茶乡花海 春夏秋冬
安化茶旅产业融合前景可期

上半年70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81.4%

洪江吹响“项目建设”集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