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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李亚聪 刘梁）据海关统计，2019年前三
季度，湖南省进口水海产品1.8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长22%，进口额10.8亿元，增长1.2倍。进
口平均价格为每千克60.4元，上涨1.8倍。

统计显示，加拿大和越南为主要进口国，
主要进口水海产品为鳌龙虾， 航空运输方式
进口额占比超八成。前三季度，航空运输方式

进口水海产品8956.9吨，增长1.5倍，占同期湖
南省水海产品进口量的50.2%。据了解，去年
黄花机场相继开通至达卡、 马尼拉、 胡志明
市、曼谷、北美的全货机航线。今年以来，黄花
机场还多次加开札幌、 加拿大等临时货运包
机航线。

长沙海关表示，长沙黄花综保区进境食用
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日前正式获批、长沙机

场三期国际货站建设提上议程，将进一步助推
我省水海产品进口发展。据了解，与其他货物相
比，水海产品对储运环境要求更高，极易因腐败
变质而失去价值。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货物查验
场地相对狭小，货物存放区域不能满足需要。目
前，长沙机场三期国际货站已进入设计阶段，规
划有进境水生动物等查验场地及冷链仓库，设
计可以满足年货运量14万吨。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刘灵宁）如何营造公平公正、竞争有序
的网络交易环境？ 我省创新网络市场监管手
段，探索依托大数据等技术建立跨部门、跨行
业、跨区域的联合执法和协作机制。今天召开
的湖南省网络市场监管部门联席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网络市场监管协
作机制》， 着力发挥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作用，

合力共治全省网络市场经营环境。
去年3月，省政府批准建立《湖南省网络市

场监管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我省随后将省发改
委、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长沙海关、
省市场监管局、省网信办、省通管局、省邮政局
等成员单位的职能职责联系起来，建立协作机
制，增强监管合力，提高网络市场监管效能。

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类型复杂， 不及时规

范治理，将损害网络营商环境。我省相关部门
协作联动，强化“依法管网、以网管网、信用管
网、协同管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
段， 扩展网络市场监测对象和范围， 加强对
“618”“双11”“双12” 等网络集中促销时期的
监测。探索促进网络市场发展的监管措施，引
导培育一批讲诚信、守法律、有责任、高质量
的网络市场主体。

《湖南省网络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审议通过

共治全省网络市场经营环境

湖南前三季度水海产品
进口额增长近11亿元

航空运输方式进口额占比超八成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祖启航 江钻）今天，南益高速草尾
互通至沅江南互通39.231公里路段建成通
车，标志着沅江市境内首次通高速公路。湖
南跨径最大的斜拉桥———南益高速南洞庭
大桥也同步通车。按计划，南益高速全线将
于今年底建成通车。

南益高速是穿越洞庭湖区域的第一条
高速公路，是S71华常（华容至常宁）高速
的一段。线路起于南县程家山枢纽，往南经
茅草街、沅江，止于益阳绕城高速迎风桥枢
纽，全长86.724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
度为100公里/小时。

南益高速分3段通车。其中，沅江南至
迎风桥9.305公里路段已于2018年底建成

通车。今天，草尾至沅江南路段通车后，彻
底改变了沅江市境内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并将有效缓解省道204从益阳市区到草尾
段的交通拥堵。

位于沅江市草尾镇、横跨澧水的南洞庭
大桥也同步通车。该大桥为南益高速的控制
性工程，全桥长3286米，其中主跨450米，是
目前湖南省最大跨径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

按计划， 南益高速的程家山枢纽至草
尾互通路段，将于今年底建成。届时，南益
高速全线将建成通车，并与杭瑞高速、长常
高速、益阳绕城高速串联成网。

提醒过往车辆注意， 目前南益高速沿
线的沅江北收费站、南嘴收费站、南洞庭服
务区暂不开放。

南益高速草尾至沅江南段通车
湖南最大跨径斜拉桥南洞庭大桥通车，沅江市

境内首次通高速公路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刘辉军）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中，“湘电铁军”是一支重要保电力
量。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消
息称，圆满完成了驰援保供电任务。

根据部署， 军运会前夕，国
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抽调122
名技术骨干组成5个军运会保电
小队， 对武汉电网中4条共77.7
千米线路设备进行保障。

为保万无一失， 军运会期间，我
省驰援保电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做到塔塔有人蹲守、 时时有人值班、
事事有人落实， 累计发现设备本体

缺陷59条，其中，严重缺陷4条；盯防通道环境
隐患27处， 并针对各类缺陷隐患采取了针对
性管控措施；发现并成功处置山火14起。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今天下午，衡阳市举行2019社交电
商衡阳峰会， 数十家国内知名电商企业来
衡交流分享， 共同探讨全国社交电商产业
发展新形势、新机遇。会上，鲸灵集团、斑马
会员、花生日记、云集、贝店、光云科技等24
家电商企业共同组成社交电商衡阳联盟，
并将定期在衡阳举办全国社交电商大型峰
会、展会、商贸活动，致力打造一个常态性
社交电商交流分享、合作共赢新平台。

社交电商，顾名思义就是“社交”与“电
商”的结合，即通过QQ、微信、论坛、社群等
途径和方式，在互联网上进行商品交易。近

年来，随着“互联网+创业创新”深入推进，
全网营销、社群成交的新业态逐渐成型。衡
阳市作为湘南地区中心城市、全国45个交
通主枢纽城市之一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承载城市，配套服务完善，市场前景广阔，
对社交电商产业具有极强吸引力。

此次社交电商衡阳联盟的成立就是衡
阳吸引力的体现。目前，衡阳市共有74家通
过认定的电商企业，10万余人从事电商行
业，还有大批的年轻人正在加入这个队伍。
衡阳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 下一阶段衡
阳将进一步优化平台、提质服务，以敢为人
先的创业精神，抢占社交电商产业新高地。

“湘电铁军”驰援军运会
湖南电力圆满完成保电任务

衡阳抢占社交电商产业新高地
24家国内知名电商企业成立社交电商衡阳联盟

10月29日，邵阳县罗城乡保和村，李外华（右）和村民在展示饲养的豚狸。去年8月，该
村退伍军人、中共党员李外华以“能人+基地+贫困户”的方式发展豚狸养殖，带动村里8户
贫困户、36人养殖豚狸3000余只，帮助他们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罗小军 摄影报道

特色养殖助脱贫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金慧）今天，全国
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北京举行，
长沙市在40个参评城市中作典型发言。 该市
“惟有包容才能开放、 惟有普惠才能公平、惟
有创新才能进步”的“三个惟有”经验做法受
到国家发改委肯定。

2019年是长沙市“营商环境优化年”，该
市坚持“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从企业最
急的事着眼、群众最盼的事着手，力推效能提

速、实体经济降成本、企业家权益保护、政策
落地四大专项行动，通过务实的“硬措施”，打
造优质的“软环境”。

长沙市抓效能提速，突出企业办事更加方
便，推进就近可办，实现2个工作日内办结零费
用；抓成本降低，实现减税降费效果明显，要素
成本有效降低，用工成本持续下降；抓权益保
护，着力企业经营更觉安心，制定长沙市政企常
态化沟通制度，健全保障机制；抓政策落地，实

施为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和资金申报的全方位、
一站式服务，全力营造“尊重企业家、优待投资
者、服务纳税人”的浓厚氛围。

“长沙在40个参评城市中作典型经验发
言，体现了长沙近年的高质量发展。”长沙市
发改委党委书记、 主任夏文斌介绍，“包容普
惠创新” 是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反映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 涉及创新创业活
跃度、人才流动便利度、市场开放度、公共服
务群众满意度、 蓝天碧水净土森林覆盖率和
综合立体交通指数， 能全面评判出城市的营
商环境。

据了解，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启动全国
40个城市营商环境评价,长沙市参评。

营商环境迎“国考”
长沙“三个惟有”经验做法受肯定

荨荨（上接1版①）

“五个一”机制在全省推广
谈起3年前就任县扶贫办主任，53岁的胡

喜明说：“组织上把扶贫重担压在我的肩上，
是对我的信任。上任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
不负重托，将贫困户的冷暖时刻放在心头，不
让一个贫困户掉队。” 自称扶贫“插班生”的
他，上任后便一头钻进了学习和扶贫工作中。

在胡喜明的手机上,下载了全国扶贫开发
信息系统APP。 胡喜明熟练地向记者操作起
这款APP，点开APP，里面包含了贫困户所有
详细信息，并且实时更新数据。他说，用手机
APP可以精准导航到贫困户家， 他曾多次藉
此到贫困户家中暗访，核实住址、人口和医保
等数据。自从下载这款APP后，胡喜明天天机
不离手，还特意跑到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委副
书记的办公室，盯着他们下载，教他们操作。

胡喜明在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穷亲戚”之
余， 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打赢全县的脱贫攻坚
战。为推动脱贫攻坚责任、政策、举措落实到
位，胡喜明积极参与创新扶贫工作的思路，为

县里决策出谋划策。 在确保不愁吃、 不愁穿
“两不愁”的基础上，从2018年起，桃江实施扶
贫工作“一月一研究、一月一宣传、一月一暗访、
一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的“五个一”工作法，
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
障”。通过县委常委会“一月一研究”，县、乡、村
三级书记抓脱贫攻坚责任得到落实。

在“五个一”工作法推动下，桃江扶贫工
作稳步推进，效果显著。2018年，桃江县域内
贫困人口住院实际费用综合报销比例达
88.59%，慢病签约服务率达100%；全县实施
了“幸福安居工程”，238户贫困户拎包入住，
305户贫困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精准发放教
育助学资金1610.68万元，受惠15825人次。

今年4月26日， 在省委扶贫工作会议上，
桃江县作典型发言， 介绍了脱贫攻坚工作的
经验。

敢于直指问题，不怕得罪人
胡喜明敢唱“黑脸”，敢于直指问题，敢于

批评，在桃江县是出了名的。
在胡喜明和同事们的推动下， 桃江县成

立了由12人组成的扶贫暗访组， 经常分成两
个小组进村入户检查扶贫手册， 跟贫困户交
流，通过了解贫困户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
情况，确定政策落实了没有、有没有漏评错评
以及村里有没有大病户和残疾人等情况。暗
访发现问题后，进行通报，将结果报送给县主
要领导和分管副县长、 县纪委、 组织部等部
门， 由有关部门对所在问题部门和乡镇进行
约谈，要求一个月整改到位，再复查整改不到
位的，将进行问责。去年，桃江县共整改了700
多个问题。

胡喜明在乡镇工作时间较长， 很多乡镇
干部和他的私交很好。有时候，个别被约谈的
乡镇干部见到他就气呼呼地说：“你这个扶贫
办主任怎么这么讨厌！”但是，大家都知道胡
喜明的做人准则和做事风格，抱怨归抱怨，事
后还是努力将问题整改到位。 桃江县某部门
因监管力度不够被约谈， 通过整改后发生显
著变化，去年该部门还成为全县的先进单位。

胡喜明牵头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扶贫领
域优亲厚友问题，上至县委书记，下至村干部，
人人都得过关。在原则问题上，胡喜明丝毫不留
情面。同时，胡喜明着力推行村级脱贫攻坚监督
员制度， 全县聘请了233名村级脱贫攻坚监督
员，打通了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最后一公里”。

胡喜明：做一个有担当的扶贫人

荨荨（上接1版②）
据介绍，新的《清单》中，单个办理事项涉

及信息报告、发票办理、申报纳税、优惠办理等
11大类149个； 并联办理事项涵盖纳税人初次
申领发票、纳税人非初次申领发票、清税注销、

自然人二手房交易等8大类29个。
纳税人可通过省税务局及省内任一办税

服务厅查阅“最多跑一次”办税指南，详细了
解办理条件、报送资料、办理时限、办理方式
及办理流程等相关内容， 全省各级税务机关

也将积极辅导纳税人进行办理。
省税务局表示， 下一步将连续出台系列

办税便利化措施，不断简化办税流程，全力确
保“最多跑一次”办税落实，并力争实现《清
单》所列事项“一次不用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