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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戴俊）根据省委巡视巡察部署，省国
资委党委建立对委管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巡
察制度。今天，省国资委召开巡察工作动员
部署会议， 全面启动委管企事业单位巡察
工作， 并派出首轮巡察组对湖南黄金集团
进行巡察。

为做好巡察工作， 省国资委党委出台
了《中共湖南省国资委委员会关于开展巡
察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 制订了首轮巡察工作方案、 工作流
程、工作人员纪律规定等制度文件。明年初
将全面铺开这项工作。每年巡察3至5个单
位，争取3年内实现委管企事业单位巡察全
覆盖。

巡察工作将深化政治巡察， 强化政治

监督，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
改革、 促进发展， 推进巡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 确保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得到
贯彻落实， 为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政治保障。

省国资委主任丛培模表示， 首轮巡察
监督的重点内容，主要就是围绕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重点检查党规党纪执行情况， 检查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情
况；结合国资国企实际，巡察工作还将重点
关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抓住企业改
革重组、经营决策、选人用人、项目建设等
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 加强对领导班子及
其成员行使权力的监督。

省国资委启动委管企事业单位巡察
每年巡察3至5个单位，3年内全覆盖，首轮巡察湖南黄金集团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林俊 记
者 周月桂）7月5日和8日，两批共计16833
千克的加拿大樱桃， 搭乘航班抵达长沙黄
花机场口岸，这是我省口岸首次进口樱桃，
也是我省口岸首次从北美进口新鲜水果。

今年5月7日， 在长沙海关积极推动
下，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
场地正式获批。此前，因没有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资质， 湖南市场上的进口水果均
是从上海、 广州等外地口岸进口后再辗转
至省内。据长沙海关统计，长沙黄花机场口
岸自6月4日进口首批水果， 截至7月8日，
共进口水果27951千克，包括菠萝、山竹、
榴莲、樱桃等种类。

此次进口的两批樱桃由湖南本地水果

经销商申报进口， 产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 包括斯威特诺、 桑提娜等两个品
种。对于进口的加拿大樱桃，长沙黄花机场
海关采取鲜活农产品便利化通关措施，提
前接受企业预约， 货物运抵后第一时间对
货物实施现场检疫查验。 根据中加双方就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鲜食樱桃输华植
物检疫要求议定书的内容， 长沙黄花机场
海关核验了进口樱桃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
可证，并抽样送实验室检测，保障国门生物
安全和食用农产品安全。目前，海关已对两
批樱桃快速放行，进入消费市场。

进口商介绍， 后续每周还有100吨左
右的樱桃进口计划， 一直到8月底之前，湖
南吃货们有口福了。

我省口岸首次进口樱桃
也是首次从北美直接进口水果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璐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工作了。”近日，
在长沙市星沙华天大酒店的残疾人专场招
聘会上， 患有听障残疾的陆峰找到了一份
药材包装的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招聘会
人头攒动，每个招聘展台上围满了人。

“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招聘一批残疾
人。”永辉超市人事部负责人说，今年他们
打算招聘15-20个残疾人来做防损员。下
肢残疾的吴健平在了解工作内容和薪酬待
遇后，非常满意，立刻填写了意向表格。吴
健平感激地说，“政府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
个平台，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

记者了解到， 这是长沙市今年召开的

第4场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此前还分别在
天心区、 岳麓区、 开福区举办了专场招聘
会。据统计，4场招聘会共组织了近90家企
业前来招聘， 吸引了近千名残疾人参加，
352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长沙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招聘会
之前，市、区残联和人社部门一起组织工作
人员对辖区内残疾人员的就业意愿进行了
全面的摸排登记， 并针对需求来寻找对口
企业提供岗位， 有效地解决了残疾人就业
的结构性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残疾人就业需求，
长沙市残联加强以培训来促进就业。 今年
上半年， 长沙市残联举办培训班14期，累
计有590名残疾人参加培训学习。

4场招聘会助力352人达成就业意向
长沙精准对接托起残疾人“就业梦”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你与意中人的距离，只差免费签约XX
银行ETC”“ETC通行不等待，XX银行免费办
理快”“6.8折 !6.8折 !� XX银行ETC优惠再加
码”……借助政策东风，银行间ETC支付业务
争夺战，如夏日一样持续升温。

据交通运输部印发的通知，从7月1日起，
车上安装了ETC（不停车电子收费系统）的车
主，在高速公路交费时，将享受不少于5%的车
辆通行费优惠。到今年底，全国通行高速公路
的车辆ETC使用率将达到90％以上。

ETC用户车辆通行费优惠政策落地，各
大银行推出前所未有的“补贴”力度，支付宝、
微信等互联网支付巨头也竞相加入“战局”。

ETC，你装了吗？

费用更省通行更快
“通行更快，还有费用优惠，最近身边开

通ETC的朋友越来越多了。”7月8日， 张强从
学士收费站下高速进长沙城区， 发现ETC通
道也排起了队，不过很快就“过关”了。

一卡在手，畅行无忧。从一个通道到多个通
道，从寥寥数辆车到鱼贯而入的一排排车，高速
ETC通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车主所接受。

政策给力，让ETC成为流行“热词”。
对ETC用户不少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

本优惠； 鼓励发行机构建立ETC用户积分机
制，给予ETC客户权益专享、礼品兑换等多种
形式优惠……随着交通部《关于大力推动高
速公路ETC发展应用工作的通知》下发，ETC
业务迎来爆发期。

实实在在的便捷和优惠，让各路车主心动。
“朋友圈不少银行朋友都在大力推荐

ETC，通行费打折、送油卡、免费安装、积分兑
换，优惠多多，都看花了眼。”长沙市民潘先生
告诉记者，7月初他给自己的新车装了ETC，
过收费站果然“轻轻松松”。

省内多家银行介绍，个人办理ETC设备，
一般需要车主携带本人身份证、 行驶证和所
办理银行的信用卡或储蓄卡。 除了现有银行

网点等办理场所外， 车主今后还可在汽车4S
店、 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出入口广场等
场所，进行ETC免费安装。

“自己有信用卡，材料填好以后，银行工
作人员帮忙安装机器， 整个过程大概20分
钟。” 在长沙一家银行网点， 一位刚办理好
ETC业务的车主告诉记者。

银行争夺市场蛋糕
据相关部门预计， 湖南省2019年底汽车

保有量将达820.94万辆。 我省将确保今年底
前实现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 高速
公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达到90%以上。

截至5月14日， 我省已安装ETC车辆
271.34万辆，汽车安装率约33%，与要求的目
标任务相比还差385.42万户以上。即，今年底
前我省还需新安装ETC车辆385.42万辆。

与此同时，ETC的功能也将不断拓展。
ETC车主今后除了可支付高速通行费外，还
可在城区的停车场、 商圈及旅游景区等场所
进行联网缴费。

对于银行来说，这是撬动信用卡、理财、
基金、保险等综合金融业务的优质切入口。

国有银行是ETC业务争夺的“主战场”。
目前在国有大行办理ETC， 除了可免费获赠
ETC设备， 享受上门安装便利服务外，7月的
优惠活动还在升级。

如， 交通银行向客户赠送168元通行费
（全省限量前5万名），持卡客户每周五在指定
影城优享10元购票观影（限长沙地区）。另一
国有大行位于长沙核心城区的网点， 甚至挂
出了“办ETC免费停车3小时”招牌。

股份制银行、 城商行掘金ETC业务的力
度也空前加大。恒丰银行长沙分行喊出了“前
三个月通行费五折的优惠”。使用该行信用卡
绑定ETC之日起，前3个月高速通行费享五折
优惠(在九五折的基础上再享五折的优惠)，每
户每月最高优惠100元。

拼服务、拼优惠、拼“身段”。不少银行还
给员工下指标到写字楼、住宅区、学校、加油
站、停车场等摆摊宣传。有银行工作人员更是

化身“段子手”，诸如“如果近期有人趴在你的
车窗上瞄来瞄去，请不要报警。这是银行客户
经理， 在户外作业， 只是想看看你装没装
ETC”，竟也热了起来。

支付机构抢滩布局
银行之外，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支付

机构也在抢滩布局ETC业务。
7月1日，支付宝和微信同时宣布，在线办

理ETC，全国联网通行，设备包邮。从两者推
出的方案来看，支付宝主打“不差钱”，微信则
主打“快捷”。

在支付宝中点击“车主服务”———“ETC
服务”后，发现其ETC设备为限时特价“0元
起”，办理支付宝ETC后有3项专享福利，分别
为“在线快速办理”“不停车通行攒能量”和

“高速通行95折起”，其折扣力度与银行相比，
没有优势；而在办理步骤上，其显示最快需要
3天，且需要自己手动安装机具。

在微信端搜索ETC申办小程序， 选择办
理所在省份的ETC卡、校验车牌、填写收货地
址、 支付完成后按指示上传个人身份证与车
辆资料、绑定微信支付，即可完成申办，全程
不用再到线下网点。此外，微信城市服务也提
供了在线申办ETC服务。微信方面介绍，最快
35秒就能完成申办ETC流程。

截至目前， 微信已有50多个小程序支持
ETC服务，微信城市服务的ETC服务也覆盖了
8个省份共118个城市，更多城市正在接入中。

“ETC的市场广阔，鼓励银行及第三方支
付机构跑马圈地。”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黄大智分析，对于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机
构而言，优势同样明显：线上办理的方式更便
捷，ETC设备可直接线下邮寄； 覆盖度广，在
银行卡种类和支付方式上的选择性更多；
ETC支付有显著的小额、高频特点，高度场景
化的微信、支付宝易被消费者接受。

“用户如何选择，最终比拼的还是消费体
验。”长沙一家银行负责人坦言，市场竞争异
常激烈，其所在银行全员都领了任务指标，不
能输掉这场战役。

� � � �智能化通行大提速，ETC业务进入爆发期，催生用户支付前后增值
服务的巨大空间，引来各大银行和支付巨头鏖战———

ETC市场上演争夺战

7月9日，洞口县石捷包袋厂黄桥镇扶贫车间，女工在打包产品。该厂自2016年底推出“星火计划”，先后在多个乡镇开
设了11个“扶贫车间”，并实行产品“外包”生产，让贫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已安置了建档立卡贫困村民232人就业，
人均月收入达4000元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谢定局 摄影报道

家
门
口
就
业

促
脱
贫

经济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