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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今年，我省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监管
领域投诉举报咨询平台，消费维权、质量、
食品药品、知识产权、价格监督等方面的
投诉举报咨询平台不再“各自为战”，力争
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统一运行平台， 统一
热线号码即12315。 预计7月1日起，12315
可实现一键受理。

此前，我省在消费维权、质量、食品药
品、知识产权、价格监督等方面均有各自
的投诉举报咨询平台。如，12315为消费维
权热线，12365为质量方面的投诉举报热
线，12331为食品药品方面的投诉举报热
线，12330热线为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诉举
报热线，12358为价格监督方面的投诉举
报热线。

去年，5条热线平台实施24小时全天
候值班，为维护市场环境和消费者权益发
挥了积极作用。其中，12315热线全年共受
理各类投诉、 举报和咨询 47.83万件，
12365热线全年共受理质量方面投诉
1.5804万件，12331热线全年共受理食品
药品方面投诉5.08万件；12330热线全年
共受理知识产权方面投诉1279件；12358
热线全年共受理价格监督方面1.67万件。

“优化平台功能， 提供优质服务。”省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沐介绍，今年，全省
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消费维权、质量、食品
药品、知识产权、价格监督等方面的投诉
举报咨询平台进行全面整合、优化，做到
统一热线号码、统一运行平台、统一管理
机构、统一制度规范、统一分析研判、统一
绩效评估等。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平静的湖水、苍翠的山林、盘根错
节的古木、绵延起伏的雪山、蜿蜒的小
道、 偶尔有盛放的野花点缀……映入
眼帘的这一切，是那么祥和静美，宛如
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如诗如画,与
白色为主调的南极形成了极大的视觉
反差。

历经20多天海上狂风巨浪的颠
簸以及风雪的洗礼，3月12日，我们的
南极探险队顺利返航， 登陆阿根廷最
南端的海滨小镇、 火地岛首府乌斯怀
亚港口， 接着前往火地岛国家公园考
察。

生机与死亡
火地岛群岛是南美洲最大的岛

屿。主岛火地岛又称大火地岛，东临大
西洋，西与太平洋相连，南隔德雷克海
峡与南极大陆相望， 北隔麦哲伦海峡
与南美大陆毗邻， 是阿根廷和智利两
国的最南端领土。

这个国家公园拥有原始的自然景
观，一直延伸到拉帕塔亚湾，可谓真正
的世界尽头， 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地
貌，一座集雪峰、湖泊、森林、草地、海岸
等景观为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公园内， 有一片像龙蛇一样盘绕
回旋的山林，一棵棵树木蜿蜒曲折地生
长、虬枝盘曲，这是常年风吹的结果，像
喝醉了酒走路东倒西歪的醉汉，因此又
称为“醉汉林”。亚寒带的火地岛，树木

却能和洞庭湖畔的植物一样生机盎然，
这得益于当地政府很早就将此地辟为
自然保护区并设立国家公园。

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树木底下，大
半截是光溜溜的， 但顶上却有一簇簇
碧色柔丝。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
仙人风度， 仿佛一个个在深山中修行
的道人。

一棵被砍得只剩下树桩的树吸引
了我们的注意。走近一看，它已被虫和
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 但是在它的旁
边，又有新的小树苗破土而出。是的，
有生必有死， 有死必有生， 生存与死
亡，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是天道。大
自然生灵相生相克，枯荣生死同在，既
矛盾，又和谐统一，这是自然的力量使
然。

据向导介绍， 这个公园原来是一
个林场，由犯人砍伐树木，故对生态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后来被辟为国
家公园来保护，生态才得以改善。

单一与繁复
世界尽头，有树已是奇迹，居然还

有花儿，多是浅白的那种，偶见粉红淡
黄花品，星星点点，微风拂过，疏影摇
曳，异样迷人。

由于地处高纬度寒冷地带， 草木
品种不多。夏季的季末，已难觅繁花盛
开景象，但黛绿的森林，和倒映在湖面
的雪山，却有另一番旷野的味道。

最难得的是，一个国家公园，里里
外外见不到一间普通民居。入口处，只

竖立了原木制作的国家公园和北美3
号公路终点标识。

这座公园， 就只是纯粹的自然公
园。

这种纯粹， 营造了静谧和谐的氛
围。 这里没有人间烟火， 没有车马喧
嚣，没有太多的花草争奇斗艳。这是自
然界的朴素和本来面目， 却令人心旷
神怡，流连忘返。

从乌斯怀亚出发，沿3号国家公路
往北54公里，我们到达当地有名的湖
泊。此湖清澈见底，水碧如玉，有野鸭
在湖边觅食嬉戏。

游人或在湖边的小路徜徉， 或静
坐沙滩上倾听水波的声音， 或欣赏远
处如黛的青山， 守望青山间那几道金
色的光线……这湖泊， 另有不同于秋
日洞庭湖的美态。

这里水碧山绿，除了游客，很少人
涉足。 这不就是中国人历来十分向往
的静谧的诗酒山林吗？

据向导介绍， 该国家公园植物品
种虽不多， 但是有多种野生动物出没
其间，是世界自然遗产之地、动物们的
天堂。

一只鹰在湖边草地上歇息， 任由
我们拍摄，一副宠辱不惊、熟视无睹的
样子。

惬意的时光总是飞逝如矢。
谜一样的火地岛， 谜一样的国家

公园。这是一片神奇的自然保留地，生
机与死亡， 单一与繁复……在这片大
自然中得到和谐统一，犹如童话。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新光 易建军）今天，株洲市举行政府采购系
统与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对接启动仪
式，在全省率先实现政府采购类应收账款线上
融资。这是株洲推动缓解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创新举措，该市也成
为继珠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后，全国第三
个开通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的地区。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副行长王地宁
介绍， 株洲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开通
后，通过“株洲市政府采购网”与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系统对
接，实现政府采购的中标信息、合同信息、财
政支付信息以及成交信息等融资所需数据
的快速交互，并按照采购合同上的账户执行
付款。

通过该融资平台，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并中
标的中小微企业无需财产抵押或第三方担保，
凭借政府采购合同，就可向加入平台的金融机
构申请线上融资，既解决了银企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便利了企业融资，也免除了抵押担
保评估等中间环节及费用，可降低融资成本。

政府采购合同中蕴含巨大的信用价值。
2018年全省各级政府采购的货物、工程、服务
价值中， 民营企业获取了约八成的采购项目。
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模式的推出，凸显了政
府采购合同的融资价值。

据了解， 目前株洲市已有156家供应商
信息被推送到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
融资服务平台”， 多家金融机构正积极对接
业务。 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模式的推广，
将为缓解该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发挥积极作用。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开春
季节，也是“跳槽季”。省直单位公积金管理中
心近日提醒， 职工在工作单位发生变动后，一
定要督促新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公积金新开
户手续，尽量避免断缴或减少停缴时间。

长沙市民张先生遇到的情况较为典型。近
日，他前往银行办理“公积金点贷”信贷产品，
没办下来，并被告知其个人信用报告上“住房

公积金参缴记录”中的“缴费状态”显示为“封
存”。 经了解发现， 张先生去年底从原单位离
职，一个多月后在新单位开始上班，新单位已
经从张先生应发工资中扣了他的公积金应缴
金额；但由于新单位未及时帮张先生到公积金
中心办理开户手续， 导致张先生账户封存后，
没有及时启封。

省直公积金中心相关人士介绍，公积金账

户的封存是指单位与职工中断劳动关系，致使
住房公积金缴存中断，其公积金账户无法转移
且又不符合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条件时，中断
缴存的公积金账户应予封存。若封存的公积金
账户要启封，必须续缴。

目前，与公积金相关的银行衍生服务越来
越丰富，如“公积金点贷”等产品，职工缴存时
间越长、 缴存额越高， 授信金额也就越大。同
时，银行在审批客户贷款和信用卡时，也会将
公积金缴存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据了
解， 省直公积金中心已经开通了手机APP、微
信公众号、个人网上服务大厅三大线上服务渠
道，方便职工及时查询个人公积金缴费状态。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彭雅惠）长沙
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见新成效。今天，省统计
局发布消息，2018年长沙新增“四上” 企业
1682家，创历史新高。

“四上”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法人单位和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的法人单位、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
宿餐饮业的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四
上”企业的数量、规模、结构直接决定一个地区
的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投资等主要经

济指标的总量和增速。
近年长沙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2015至2018年，全市分别新增“四上”
企业889家、1331家、1596家、1682家， 呈持续
稳步增长态势。

分行业看，去年长沙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业新增“四上”企业最多，达699家；规
模以上服务业、 规模以上工业新增量均超过
300家；资质内建筑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新
增278家。

分区域看，新增“四上”企业居前5位的区
县（市）依次为浏阳市、芙蓉区、长沙县、望城
区、宁乡市。

统计部门表示，长沙“四上”企业退出较
多现象也需关注。去年，长沙“四上”企业年
度退出1022家，同比增长41.4%。其中，规模
以上服务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业、 规模以上工业退出企业数都比较多，分
别达346家、344家、223家。 从退出原因看，
“四上”转“四下”的426家，占全部退出企业
的41.7%；破产、注（吊）销企业135家，占全
部退出企业的13.2%；停歇业企业123家，占
全部退出企业的12.0%； 其它原因退出的
338家。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去年全省各级12315热线共受理各类投
诉、举报和咨询47.83万件，办结率99.56%，
其中日用百货类被投诉最多。今年消费维
权的主题是：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去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
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为手段，抽检流通领域
商品4723批次，发现不合格商品1645批
次，立案查处案件2099件；抽检生产领
域产品9042批次， 发现不合格产品705
批次； 抽检食品药品领域产商品36038
批次，发现不合格产商品953批次。出动
专项检查人员7897人次，对特种设备生
产、使用单位进行检查，检查重点场所
2157个（家），发现隐患9630项。检查保
健食品经营企业12313家， 责令1309家
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整改。联合省教育
厅、卫计委开展春秋两季学校食品安全
暗访督查， 下达责任整改书2.24万份，

取缔校园周边食品摊贩9082个，查处食
品违法案件726件等。

从热线平台和消费者组织去年现
场受理消费投诉情况来看，消费投诉数
量较2017年有所上升，投诉热点相对集
中。如，现场投诉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
家用电子电器类，食品类，服装鞋帽类，
日用商品类，房屋及建材类，交通工具
类，医药及医疗用品类，首饰及文体用
品类，烟 、酒和饮料类，农用生产资料
类。 排在热线平台投诉前十位的分别
是：日用百货类、食品类、交通工具类、
家用电器类、居民服务类、文化娱乐服
务类、电信服务类、装修建材类、通讯器
材类、餐饮服务类等。投诉主要反映产
品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合同、广告、价
格等方面的问题。

今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紧紧抓住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的消费维权主题，提
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加强消费监管，净
化消费环境。

全省去年受理
投诉举报咨询近48万件

日用百货类被投诉最多

整合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咨询
5条热线

预计7月1日起，12315一键受理消费维权、质量、
食品药品、知识产权、价格监督等方面的投诉举报

株洲在全省率先开通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业务

政府采购中标企业，通过人民银行融资平台，可向金融机构申请线上融资

省直公积金中心提醒

工作变动时留意公积金缴费状态

长沙去年新增“四上”企业1682家
创历史新高

南极归来那第一抹醉人的绿———

火地岛的童话读本南极梦寻

3月 12日 ，
火地岛国家公园
一瞥。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