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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许英 ）今天，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一
批虚假违法广告案例， 多起发布与实际情况不
符、带有歧义、低俗等广告内容的行为被查处。

今年，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医药医
疗、房地产、教育培训、投融资等领域，重拳
出击， 依法依规查处了一批虚假违法广告。

如，长沙沪传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楼盘网”
网站上发布含有“富瑞星座现房带青园学
位”“省政府旁唯一现房带青园学位震撼上
市”等内容的广告，但并未取得教育等相关
部门的批文，与实际情况不符。 长沙市市场
监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处罚， 罚款10万元；
邵阳点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邵阳市市区

发布了17处含有“点石家装，湖南家装领导
者”等歧义性内容的大型户外广告，邵阳市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处罚，罚款20万
元等。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突出重点，加大执
法力度，继续联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虚假违
法广告等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该厅与省财政厅、省
人防办、省消防总队联合发出通知要求，自今
年12月20日起，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采用“多审合一”“多图联审”模式报送
施工图。

施工图审查是工程建设基本程序。 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多头报审费时费力、纸质
施工图送审成本高等弊端开始显现。

该通知指出，自今年12月20日起，建设单
位通过湖南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 将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室内外装修、建
筑保温、用途变更）勘察文件、施工图设计文

件（含防雷装置设计、消防设计、人防设计等
内容）一并进行报审。住建部门收到审查申请
后， 通过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务电子采购
流程，统一委派一家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审查
合格的， 审查机构出具统一的合格文书并报
住建、人防、消防部门进行并联备案或形式审
核确认。经审查合格并经防伪处理的施工图，
作为工程施工及竣工验收的依据。

该通知要求，各级住建、人防、消防部门要
积极做好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政策宣贯、相关
业务培训等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在安排2019
年度财政预算时，应将人防和消防施工图审查
服务费一并纳入住建部门的财政预算。

�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冯小珊） 长沙市天心区“智慧生活
圈”昨天正式上线。 今后该区居民不论买菜、
上学、看病、停车，还是吃喝玩乐、游遍天心，
都可以“按图索骥”。

“智慧生活圈”是天心区在收集全区44个
生活圈数据的基础上，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而

开发的一个电子平台，并在“微天心”公众号上开
设了登录口。 该平台可为市民提供天心区“一圈
两场三道”（生活圈，停车场、农贸市场，人行道、
自行车道及历史步道）的定位搜索、评价、路线规
划等服务，并提供天心区便民服务事项网上办事
指南，链接了区政府网上办事大厅。 还开设了游
客版，游客进入平台后可点击“去哪玩”。

四部门联合发文
施工图将“多审合一”“多图联审”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陈玲）今天，浏阳市举行“银企财园通”项目授信
仪式， 该市67家花炮企业、79家高新小微企业获
得框架授信1亿元，当天完成授信审批1250万元。

“银企财园通”， 是由浏阳市财政筹资
1000万元存入合作银行、作为企业贷款铺底
风险保证金而建立起来的， 合作银行按不低
于保证金10倍的额度放大贷款， 帮助技术有
优势、产品有市场、发展潜力较大、社会诚信

良好的花炮企业、高新小微企业，申请“500
万元以下，不超过一年期”的贷款资金。 与其
他融资渠道比，“银企财园通”具有安全性高、
针对性强、融资周期短等优势。

据了解，经过竞争性谈判，“银企财园通”
已选取交通银行浏阳支行进行合作。

“‘银企财园通’优化了贷款流程，让企业
享受到优质金融服务，降低了融资成本。 ”浏
阳市花炮局相关负责人说。

力解花炮和高新小微企业融资难
浏阳“银企财园通”授信1亿元

� � �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胡胜）16日，投资5.6亿元、年处理能力达10万吨废
矿物油再生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湘潭市政府新
闻发布厅举行，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户湘乡市。

该项目为混合所有制， 将应用国际最先
进的环保理念和技术， 将95%以上的废矿物

油重新转换成石油产品，实现“资源、产品、废
弃物、再生资源”零污染反馈式的循环过程，
从源头减少废矿物油的消耗和排放， 对国内
稀缺的石油资源形成有效的补充。目前，该项
目已经完成可研编制、清表腾地工作，为项目
开工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投资5.6亿元，年处理能力10万吨
废矿物油再生项目落户湘乡

天心区“智慧生活圈”上线
吃喝玩乐购都可“按图索骥”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一批
虚假违法广告案例

发布与实际情况不符、 带有歧义、 低俗等广告内容的行为被查处

� � � � 1. 湖南金米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
其官网上 （网址 ：www.jmbtz.com）宣传
“成倍利息”“100%安全保障”等内容，违反
了相关法律规定。

2. 长沙市文凯餐馆在其经营场地一
至二楼的楼道内发布含有低俗、 不雅等内
容的广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3.长沙沪传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楼盘
网”网站上发布含有“富瑞星座现房带青园学
位”“省政府旁唯一现房带青园学位震撼上市”
等内容的广告，但并未取得教育及相关部门的
批文，与实际情况不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4. 邵阳点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邵

阳市市区发布了17处含有 “点石家装，湖
南家装领导者” 等歧义性内容的大型户外
广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5. 湖南星展投资有限公司在其官网
发布“我们拥有银行级的风控管理体系”等
对投资理财产品收益、 安全情况进行虚假
宣传的广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6. 当事人向曦为了推销其经营的辰
砂商品， 在凤凰县辰砂银缘工艺品店外墙
上发布了以天安门、 华表为背景图案并配
有相关文字的广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7. 湖南芒果财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其官网“芒果金融”中发布“芒果金融国

资平台 ”“所有项目均由大型国企承诺回
购”等内容，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8. 郴州市苏仙区小哈佛幼儿园在无法
提供与相关机构加盟合作协议及其相关证
明文件的情况下，在其账号为czxhfkids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发布 “郴州市小哈佛幼儿
园加盟于北京华夏爱婴教育集团” 等内容的
宣传广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9. 湘潭正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
宣传其开发的富贵新城南院楼盘项目，在
其营业场所发布含有 “富贵新城南院最具
性价比的楼盘”等字样的店堂广告。违反了
相关法律规定。

10.邵阳市中心医院制作含有“邵阳
地区唯一公立整形机构” 等使用绝对化用
语的宣传海报，并在医院外墙宣传栏发布，
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链接

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扶贫猪”
助农脱贫
12月19日，长沙县果园镇浔龙

河村，志愿者将“扶贫猪仔”送到该
村贫困户杨树林（中）家。 当天，中
建二局湖南分公司开展“先送再
购，扶贫猪仔送农家”精准扶贫活
动，为因病致贫的杨树林老人送去

“扶贫猪仔”、爱心款、大米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