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王文）6月
4日以来， 长沙市住建委联合多部门对房
地产市场开展集中整治，数百家中介门店
关门停业整顿。近日，这些门店在经过整
改后陆续开门恢复营业。7月26日，长沙市
住建委对部分中介门店开展回访检查。市
住建委将对复业门店继续加强监管，一旦
发现“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将责令其关
停，并向社会曝光。

在中环地产朝阳路店，执法人员对该
门店的相关公示资料、房源委托书、交易
台账等进行了仔细检查。检查发现，所有

中介门店已建立业务台账， 并按规定保存
服务合同，公示信息和资料也比较到位，但
有部分中介门店存在租售房合同填报信
息不全、 授权委托价格与房源公示价格不
一致等违规行为。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仍存在违规行为的中介门店， 执法人员
要求其继续停业整顿。 已停业整顿的中
介门店， 并不是达到整改期限就可以重
新开门营业 , 整改到位的门店名单须在
市住建委网站进行公示才能复业， 并接
受社会监督。

长沙再查房产中介：

整改不达标将继续关门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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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奉永成）26日召
开的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透露，
上半年，我省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全省市
场主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1至6
月，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35.73万户，新增注册
资本5564.26亿元。

上半年， 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按
照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要
求，着力改善市场环境。出台《关于深入推
进“多证合一”“证照联办”提高企业开办效
率的意见》，将国家指导目录与省级目录进

行衔接， 累计整合21个部门的37项涉企证
照，实现“一网通办、一窗核发、数据共享共
用”；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意见》， 实现50个事项“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全面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优
化全程电子化系统功能， 建设开通企业法
人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上半年办理全程电
子化登记11276户，发放企业电子营业执照
52673户。全省新办企业从5月起、存量企业
从6月起可领取手机微信版、支付宝版电子
营业执照。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上半年，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税
务、统计、人社等部门对600户长期停业未经
营企业开展了跨部门“双随机”抽查工作；对
全省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进行公示，公
示行政处罚信息6.23万条， 公示8576家企业
的股权冻结信息。

下半年， 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将持
续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加强市场监管执
法，切实维护市场稳定和消费安全，增强市场
活力和发展动力。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省司法厅召开年中工作暨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会议明确，全力保障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年底前要实现全
省五级实体平台全覆盖，要做实站点，贴近
基层，方便群众。

今年来，省司法厅创新机制，成立以厅
党组书记、厅长为组长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了专门办公室，基本
形成了纵横一体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抓总协调机制。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138个、工作站1904个、工
作点26969个，建成率分别达99%、98.8%、
94.9%。覆盖城乡、普惠均等、便捷优质的
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也正在形成，上半

年，3000余名律师积极参与“万家中小企
业免费法律体检”；“万名律师乡村（社区）
行专项活动”扎实推进；全省司法鉴定办案
5.6万件，法律援助受案数达1.9万件，公证
办案量达14.6万件。

为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三大攻坚
战”， 省司法厅下发实施方案， 共40条措
施。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重点组织法律服
务力量深入企业、靠前服务，进一步健全落
实社会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管控机制，
积极推进法治扶贫，拓展和规范法律援助
工作，动员律师组建污染防治律师工作团，
积极开展专项法律服务，推动各项工作与
“三大攻坚战”深度融合，为打好打赢“三大
攻坚战”提供应有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郑旋 通
讯员 陈俊儒）记者今天从橘子洲大桥提质
改造工程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7月23日
起，橘子洲大桥正式启动提质改造。8月14
日至19日，桥梁将进行全封闭施工，除6天
全桥封闭作业外，其余时段为22时至次日
6时半幅施工半幅双向通行。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市首座横跨湘江
的大桥，自1972年建成后，成为长沙最繁
忙的过江通道。随着城市发展，桥梁通行车
辆不断增加，大桥桥面出现不同程度的病
害，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受到影响。据悉，
橘子洲大桥此次提质改造内容包括人行
道改造、车行道改造、桥面排水改造、桥梁

常规病害维修、增设限高门架等，施工时间
为2个月，改造完成后，将大大提高桥梁通
行能力和行车舒适度，确保市民行车安全。

为将市民出行影响降至最低， 长沙市
工务局已与交通、交警等部门多次对接，按
照“以外围周边道路分流为主，施工区域消
化为辅”的原则，引导交通分流。施工期间，
过桥车辆主要依靠“三桥两隧”，即从福元
路大桥、银盆岭大桥、营盘路隧道、南湖路
隧道及猴子石大桥绕行过江； 全封闭施工
期间，“三桥两隧”将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
同时， 途经橘子洲大桥的多条公交线路也
将进行绕行调整， 尤其进出橘子洲景区只
能乘坐地铁。

非法肾移植
获利42万元
湘潭8人涉嫌组织出卖

人体器官受审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刘倩) 病患黄某春渴望换肾重获新
生，95后肾源提供者张某煜想卖肾还清贷
款。薛某东、冯某启等8人妄求在这场非法肾
移植手术中获取暴利。今天，湘潭市岳塘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
官罪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5月，黄某春因患
尿毒症，不堪病痛折磨，向被告人李某强提
出，想通过非正常途径肾移植。李某强答应
后，联系被告人薛某东商定手术事宜。薛某
东联系医疗器械公司销售员冯某启，找到肾
脏供体。被告人李某联系黑龙江省一家骨伤
科医院医生黄某柱负责手术，湘潭华侨中医
医院临时负责人周某顺负责提供手术场所、
安排护士、照顾术后供体。

去年6月8日晚，病人黄某春和肾源提供
者张某煜先后抵达湘潭华侨中医医院三楼
手术室，进行换肾手术。

术后，黄某春支付费用共计人民币46万
元，张某煜得4万元，余下款项由8名被告人
分得。后因手术失败，黄某春于去年12月底
因病死亡。李某强退还5.8万元，薛某东退还
10万元，冯某启退还9.99万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组织出
卖人体器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应当以组
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追究刑事责任。

8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与诉讼，
部分人大代表及社会各界群众旁听庭审。因
案情复杂，法院将择日宣判。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大暑，如蒸如煮，省气象台今天
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7天内，全
省持续大范围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
部38摄氏度以上，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自7月13日以来，三湘大地“高烧”不退，
昨天（26日），长沙、株洲等66个县市最高气
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 在酷暑里苦熬的
人们，今天依旧没有等到清凉的信息。今天
16时，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自
7月14日起省气象台已经连续14天发布高
温黄色或橙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无明显降雨过

程，湘西、湘南多阵雨天气。预计28至31日，受
副高外围云系影响，吉首、张家界、永州、郴州
等湘西、 湘南地区多阵性降雨；8月1至2日，湘
西北雨势加强。气温方面，全省持续35至37摄
氏度高温天气，其中张家界、常德及怀化北部、
益阳、衡阳局部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以上。

高温持续，提醒公众十滴水、仁丹、风油
精等防暑降温药品一定要备在身边，外出时
的衣服尽量选用棉、麻、丝类的织物，少穿化
纤品类服装， 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
热，引起中暑。老年人、孕妇、有慢性疾病的
人，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在高温时段
要尽可能地减少外出活动。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炎值”爆表，空调不可少。今夏哪个省空调
开得最“猛”？今天，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今年
“迎峰度夏”期间经营区域内27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空调负荷排行榜（南方电网供
区不在排行之内），江苏、山东、河南分别夺
得冠、亚、季军，湖南位列第9名。

据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介绍，“迎
峰度夏”主要时段是7至9月，空调负荷排行
榜是国家电网根据各省公司预测数据而得

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综合我省6月
份以来用电情况和往年夏季用电情况分
析，通过科学测算，计算出今年全省“迎峰
度夏” 空调负荷最高将达到1480万千瓦，
“预测数据与实际用电情况不会有太大差
距。”

预测数据显示， 在国家电网公司经营
区域内，有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迎峰度
夏” 期间电网最高负荷的一半左右用于空
调负荷，我省是其中之一。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
婷）记者从今天举办的湖南省全域旅游基
地建设研讨班上了解到，东安县发展“微旅
游”2年以来，共接待游客875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72.5亿元， 给全域旅游基地建
设提供了新思路。

2016年，东安县提出发展“微旅游”的
新模式。“微旅游”的时间较短、距离就近、
范围不大，一般采取自主自驾、背包徒步的
出行方式，是一种自主性凸显、个性化突出
和自在行较强的现代旅游活动。

据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微旅

游”是大众旅游时代全域旅游发展的一种
新兴旅游业态和模式，产业链条长、覆盖面
广、就业容量大，东安县的“微旅游”模式，
可以为全省的全域旅游基地建设提供可
复制的经验。

本次研讨班围绕旅游化、湖南全域旅
游的创新发展、湖南全域旅游基地建设与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关系等议题，旨
在从战略高度综合系统地研究大众旅游
的多元需求、全域旅游的优质供给和文明
旅游的精细服务，为湖南全域旅游基地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 唐志平 贺小华 )7月26
日上午，目前全国唯一的“中药材特色小
镇”———邵东县廉桥镇热闹非凡，全国最
大中药材物流基地———中国·廉桥中药
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开业。

廉桥镇种植、 经营中药材历史悠久，
廉桥中药材市场是目前湖南最大的专业
药材市场。2015年，邵东县通过招商，引进
上市公司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到廉桥

镇投资， 成立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
司，注册资金7亿元，分两期建设廉桥中药
材仓储物流交易中心和廉桥医药工业园。

该中心一期建筑面积 14.1万平方
米， 是目前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中药材
仓储物流基地，集交易、仓储、物流、检
测、仓单质押、质量追溯服务于一体，运
用“互联网+中药产业+金融服务+现代
物流”，弥补了我省中药材线上线下交易
平台空白。

深化协作
携手共赢

9省（区）工商部门共商
文旅广告创意发展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泛珠三角区域文旅广告创意高峰论坛在
怀化市召开。出席论坛的福建、江西、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省（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广告协会以及香港、澳
门地区的广告商会在论坛上一致认为，要深
化协作、携手共赢，共同推进文旅广告创意
产业繁荣发展。

广告业发展合作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泛珠三角区域九省
（区）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促进广告产
业发展合作协议》， 有力推动了区域内广告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泛珠三角区域文旅广告
创意高峰论坛以“合作、创新、融合、发展”为
主题，探索构建深化合作新模式。

近两年， 我省广告创新创业活力倍增、
动力强劲， 广告产业经营额已达284.29亿
元。在今天召开的泛珠三角区域文旅广告创
意高峰论坛上，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评审委
员会主席吴晓波和凤凰古城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叶文智分别就文旅广告创意作
了主题演讲。

我省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

上半年新登记市场主体35万多户
全力保障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年底前要实现全省五级实体平台全覆盖

长沙橘子洲大桥启动提质改造
8月14日至19日全封闭施工

“微旅游” 大效益
东安县2年实现旅游总收入72.5亿元

全国最大中药材物流基地落户邵东

高温预警连续14天发布
8月前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

湖南“荣登”空调负荷排行榜十强

酷暑下的清洁工
7月27日，衡阳市南岳区中心景区华严湖，37℃的高温下，环卫工人攀爬在陡壁上捡拾垃

圾。当前是旅游旺季，该景区的180余名清洁工每天在高温下坚守岗位，保障景区清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文丽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