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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 21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易文静 彭胤武）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召开全省
住建领域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
对整治重点作出部署。

会议要求，接下来将开展专项政策清理，特别是
清理废除与新发展理念要求相违背、妨碍全省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会议指出，抓好监管平台建设运用。以全面推进
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和远程异地评标为目标，加快
各类平台建设，抓好规范运行。充分开展大数据分
析，对中标率异常低、涉嫌围标串标的“陪标专业

户”，对中标率异常高、涉嫌操纵投标和出借资质的
“标王”，对与招标代理机构相遇率过高、给特定投标
人打分倾向度过高的评审专家，给予重点关注、分批
核查。

依法加强招投标监管。强化招标事项核准和招
标文件备案工作核查力度。加强标后稽查工作，形
成监管高压态势。健全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
和从业人员信息登记和考评系统。强化专家评委管
理，严格执行落实一项目一考评制度。加强部门联
合查处，共同打造全省统一的招投标市场。健全诚
信评价体系，坚决将依法处置出借资质、串通投标、

弄虚作假企业的结果，运用到资质降级、信用评价
中来。

会议强调，加大案件查办力度，落实问题线索移
送制度和重要问题线索会商制度。对几年来多次参
与投标但没中标也未产生税收的“僵尸”企业启动调
查，一经查实将取消此类企业的资质。同时公布典型
案例，达到“查处一案、震慑一方、教育一片”的效果。
从今年4月30日开始，对于仍然参与围标串标的，不
仅要依法给予经济处罚，依党纪政纪对相关责任人
员进行处理，对企业也将按相关规定列入失信名单
和黑名单。

湖南日报6月 21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胤武 孙禹）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公布了2020年城市体检
工作方案，以“防疫情、补短板、扩内需”为主题，对天
津、上海、武汉、长沙等36个样本城市进行“体检”，查
找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和短
板。

此次城市体检，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
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市，促进城市人居环境高质
量发展，共有生态宜居、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
捷、风貌特色、整洁有序、多元包容、创新活力等8个
方面的内容。

此次城市体检，采用 2019 年统计数据、遥感数

据、社会大数据等，结合今年城市建设防疫情补短
板扩内需调研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对体检城市不同
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全面了解
人民群众在疫情期间反映强烈的城市建设问题。住
建部要求，各样本城市要根据第三方城市体检结
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并纳入城市建设工
作计划。

欧阳金雨

“6·18”购物节其实不止一天。但凡
参与其中的人都知道，“6·18”福利一直
把营销的“战火”延续到了刚刚过去的
这个周末。作为疫情中的首个线上购物
节，消费者压抑了几个月的“剁手”冲
动，电商巨头们力度前所未有的补贴，
品牌商沉重的去库存压力，过去一年来
如火如荼的直播大潮，在“6·18”前后碰
撞、交融，迸发出耀眼的能量，也让人感
受到背后宝贵的创新价值。

积极的情绪通过“6·18”传递了出来。
环顾全球，很多经济体此刻仍在疫情中挣
扎。我国少数地方的疫情虽稍有起伏，但
民众的心态已日渐成熟。“6·18”购物节的
运行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京东、天猫、拼多
多等电商巨头的下单金额均创了新纪录。
市场主体不断增长的创新创业信心，表明
我国经济运行的韧性在不断增强。

“线上购”“线上销”的趋势通过“6·18”
持续深化。购物节期间，湖南总销售排
名位居全国第14名，累计下单用户数同
比增长迅猛，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群增
长30%，46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增长32%。
两端用户数的增长，表明疫情进一步培
养了用户的线上购买习惯。许多中小微

企业也正在熟悉线上生意，比如直播带
货、数字金融等，过程中虽不乏挑战，但
长远看线上比重的加大增强了企业的
抗风险能力。

“6·18”下沉市场的持续扩大，说明小
镇消费在“升级”。湖南省内三到六线城市
用户的消费额位居全国排名第10名，用户
增长40%以上。六线城市配送订单的增长
是一线城市增幅的150%，“24小时达”正
在覆盖更多边远地区。这一数据表明在需
求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得到满
足；在供给端，边远地区快递团队迅猛增
长对解决就业也是一大利好。

观察“6·18”，科技力量的加持也很
是显眼。AR试装、试妆、试鞋体验人数暴
涨；不少行业根据卖场1∶1复刻线上虚拟
店，开启沉浸式3D购物；物流仓里，号称

“鹰眼侦察兵”的全景扫描技术，“身怀绝
技”的拣选机器人大显身手。购物节一方
面让创新科技有了练兵场，同时也让购
物节本身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当然，这场购物节也不是尽善尽
美。电商平台的经营水平、物流企业的
承载能力、政府部门的管理绩效以及参
与者的社会诚信，经过实战后也暴露了
一些短板，补好补强这些短板无疑就是
努力方向。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田青）今天上午，湖南省工商联

（总商会）十二届三次常委会议在长沙
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
健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工商联常委会议工
作报告，选举增（替）补36名湖南省工商
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成员。

2019年，省工商联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创新推进“两个健康”工作，取得显著
进展，得到全国工商联和省委、省政府的
高度肯定。延展经济服务手段，助推发展
更加有力有效。高标准办好“2019湖南经
济合作洽谈会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
成立全球湘商联盟，签署各类投资合同、

协议项目237个，项目总投资1660.72亿
元。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创新开放发展。组
织承办“2019中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等
活动。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
行动，2019年新增1292家民营企业精准
帮扶1444个村。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省工商联积极引导各级工商联、广
大民营企业和商协会发挥自身优势，通
过火速驰援武汉防疫建设、加快科研攻
关、投身抗疫一线、加速生产转产等多种
方式为疫情防控作出贡献。各地工商联、
民营企业、商协会和全球湘商踊跃捐款
捐物，截至目前，全省工商联系统为抗击
疫情捐款捐物7.59亿元，其中捐款3.44
亿元、捐赠防疫物资4.15亿元。

省工商联（总商会）
十二届三次常委会议在长召开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杨粲）今天，副省长、省防指常
务副总指挥陈飞主持召开全省防汛会
商会议，分析研判防汛形势，研究部署
近期工作。

预计我省6月21日至25日将出现
今年入汛以来最强一次降雨过程，自北
向南将出现大范围暴雨、大暴雨，局地
特大暴雨。会商会议决定，于21日12时
启动全省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同时由省
防指派出4个工作组，分赴怀化、邵阳、
娄底、常德检查指导防汛抗灾。

陈飞指出，各地要切实提高对这场
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复杂性、艰巨性的认
识，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各项工作。要加
强会商研判，跟踪分析天气及雨水情发

展趋势，滚动发布灾害预测预警，科学
调度各类水工程，根据汛情发展和防汛
预案启动或升级应急响应，物资储备要
充足，队伍布防要靠前，把问题解决在
成灾之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陈飞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行政首
长负责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层
层压实防汛责任，杜绝因责任落实不到
位而发生安全事故。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摆在防汛抗灾首位，全力保障生产
安全、学校学生安全、旅游安全、交通安
全等。要广泛动员基层干部群众建立群
测群防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
避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做到强降雨发生
时山林无人作业、溪河无人涉水，山洪、
泥石流等灾害发生前有人敲锣吹哨。

陈飞主持召开全省防汛会商会议要求

保持高度警惕 做好各项工作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黄浔 张棉长 记者 孟姣燕)省医
保局昨天发布提示，全省2020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即将
截止。参保人需尽快通过湘税社
保APP、社保网上缴费终端、各
代收银行手机银行APP等线上
缴费渠道缴费，确保正常享受医
保待遇。

受疫情影响，全省 2020 年
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统
一由 3 月 31 日延长至 6 月 30
日。6月30日以前参保的，继续
按照每人250元的标准缴费，可
自缴费之日起按规定享受医保
待遇。

从7月1日起，原则上不再
办理 2020 年度参保缴费。因户
籍变动等客观原因或特殊情形
的可以按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筹资标准(含个人缴费部分250
元和财政补助部分550元)一次
性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从
缴费的下个月起按规定享受医
保待遇。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今天从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印发《湖南省资本市场
县域工程行动计划（2020-2025）》（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提出3年时间实现全省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全覆
盖”，6年见成效。

县域是我省资本市场服务的薄弱环节。2018年以来，
我省在7个市州12个县市区开展资本市场县域工程试点，
部分地区探索了一些经验，取得一定成效。2019年省政府
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的若干意见》，提出了
企业上市“破零倍增”计划，加快推动企业境内外上市。此次

《行动计划》出台，旨在加速推进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向纵深
发展，引导更多资本市场资源流向县域，加快推动县域企

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行动计划》，2020年到2025年，我省力争县域

新增上市公司80家以上，新增区域性股权市场股改挂
牌公司800家以上，进入省企业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的
企业数量翻番，直接融资比重明显提高，资本市场对县
域经济发展形成有力支持。

《行动计划》要求分阶段推进。2020年为第一阶段，
各市州确定1至2个县市区启动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已
经开展试点的市州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至2个县市区）。
2021年为第二阶段，稳步推进。2022年为第三阶段，实
现全省所有县市区“全覆盖”。2023年至2025年为第四
阶段，巩固提升资本市场县域工程效果。

▲ ▲（上接1版①）

多角度展示文旅产业发展成果
湖南首批十大特色文旅小镇首次集结参展，旅游景

区已不是出游的唯一目的地，以送客入村为主要内容的
线路产品频频亮相，古村古寨纳入精品旅游线路，亲子研
学游、健康养生游、工业体验游、红色休闲游等旅游新业
态新产品琳琅满目，现场销售更旺，游客体验更好，消费
链更长。

展会现场，土家族织锦、桑植民歌、白族杖鼓舞、江
永女书、凤凰苗族蜡染、瑶族布袋木狮舞等多个传统文
化及非遗项目异彩纷呈；动漫及文创IP元素也首次登
场，展会还首次推出了官方“首席福利官”IP 形象“椒
仔”；动漫、游戏、VR、AR企业，组成“漫游潇湘”展团，全
面展示湖南动漫、游戏、VR、AR产业和文旅产业合作的
新成果、新模式、新业态。

本届展会上，湖南率先成立首个省级自驾旅游标准
委员会，以标准化支撑和助推湖南自驾游与露营房车行
业的快速发展。发布《2019湖南民宿产业发展调研报
告》，首次系统总结湖南民宿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文旅消费形成新热点
本届展会以“交易”为中心，首次设置了“超级旅游

大卖场”，40多家旅游企业推出近百条特惠旅游线路，

向广大市民提供总值超过1000万元的优惠额度。3天
展会期间，仅旅行社版块共实现销售50余万元，省内短
线游、近郊游为主的乡村产品、小镇产品备受市民热
捧。湖湘美食餐饮及酒店行业首次齐聚旅博会，在展会
现场形成人气和新的消费热点。

地球仓、麓上住工、山河科技轻型飞机等新型旅游
装备备受瞩目，在外场近万平方米的房车专业展区，36
个品牌150多款新型房车集体亮相，3天内到访咨询人
数过万，现场达成近千万元交易。

专业买家大幅增长，文旅业态大显“智慧”
本届旅博会专业买家数量及质量大幅增长，全面展

现了湖南全域旅游建设的新成果和“旅游+”产业融合
的新趋势、新业态。湖南日报文旅集团湖南文旅大数据
中心、大屏商务迎宾机器人、智能景区票务系统等智慧
文旅业态集结，大显“智慧”。

展会期间，同期举办了锦绣潇湘智慧短信、中国休闲
旅游博览会、宁远全域旅游、季候风房车俱乐部、房旅V
计划等多场各类主题及专业活动25场，聚焦行业热点话
题，解决行业痛点，业界交流活跃，展会专业化程度明显
提高。

闭幕式上，组委会为“2020 湖南文化旅游商品大
赛”的金银铜获奖作品及展会“最佳组织奖”“最佳展台
奖”“ 最佳人气奖”及“最佳营销奖”等奖项颁奖。

▲ ▲（上接1版②）
预计未来7天，湘江广西全州至祁东归

阳河段、一级支流涓水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
的洪水；资水干流隆回至新化河段可能出现
超保证水位的洪水，资水干流桃江河段、一级
支流夫夷水新宁河段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的
洪水；沅水干流浦市河段可能出现超保证水
位的洪水，沅水干流安江河段以及一级支流

水、巫水、辰水、溆水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
的洪水；澧水干流张家界河段可能出现超警
戒水位的洪水。

省防指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应急
响应要求，全面动员部署，切实做好应对防
范，全力确保安全度汛。省防指指出，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
怀化、邵阳、娄底为此次防汛抗灾重点区域。

▲ ▲（紧接1版③）还需高度关注并做好
沅水流域、澧水流域、资水流域的江河
湖库防汛调度，同时注意后期洞庭湖区
汇流风险，谨防流域性洪涝发生发展。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会
商得出结论:自 6 月 21 日 20 时至 22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怀化市、常德市、益阳市、娄底
市、岳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蓝色预警）；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北部、张家界市大部、常德市西北部及
东部、益阳市北部、岳阳市西北部等局
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
预警）。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
商得出结论：自 6 月 21 日 20 时至 22 日
20时，受降雨影响, 湘西北部分区域发
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大（橙色预警），
湘西北、湘东北、湘中部分区域发生突
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警）。

▲ ▲（紧接1版④）集中签约招商项目120
个，总投资313.67亿元，项目投产率、履
约率稳步提高。

在永州，干部围绕项目转，项目成为最
热的词汇。今年来，永州市克服疫情冲击，
出台产业项目建设总体方案，强力推动“5
个10工程”、产业强链工程、园区强基工

程。聚焦产业短板环节，精挑细选10大产
业链，做足“建链补链延链强链”文章。

据了解，今年 1 至 5 月，永州市 420
个重点项目开复工 386 个，开复工率
91.9%，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共完成投资
370.22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42.53%。三
类500强项目超额完成市定引进任务。

三湘时评

读懂购物节背后的创新价值
住建领域启动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重拳整治“陪标专业户”“标王”

长沙市接受住建部“城市体检”
主要涉及8个方面，全面了解在疫情期间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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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实现全省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全覆盖”

到2025年，力争县域新增上市公司80家以上

“日食”奇观
10年一遇

6月21日下午，耒阳市鹿岐峰森
林公园，天文爱好者通过专用太阳眼
镜观看“日环食”。当天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夏至”，一场10年一遇的“日环
食”天象奇观隆重登场，吸引了众多天
文爱好者观看。耒阳是此次“日环食”
在湖南的最佳观测点，从14时29分
52秒开始，到17时19分49秒结束，
出现“金环日食”的时间只有49秒钟。
此次“日环食”又被称为“金环日食”，
太阳将有超过99%的面积被遮住，只
剩下一圈金边儿，是21世纪以来食分
最大的一次。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15时54分 16时02分“日环食”过程：14时39分 15时14分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潘婕）6月19日，衡阳西湖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衡阳西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湖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召开。这起湖南首例“智慧破
产管理系统”网络债权人会议，由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引入平安银行“智慧破产管
理系统”，以“网络+现场”方式召开。

到此次网络债权人会议直播结束，
西湖公司 81 位债权人参加现场会议，
158位债权人参加网络会议，会议投票及
提问通道保持5天，未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可通过观看视频回放进行投票及提问。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智慧破产管理系统”是全国首个为
法院破产案件研发的专属资金管理平
台，平安银行运用区块链、云计算、
OCR、账户鉴权、视频直播等前沿科技，
为法院、管理人及债权人提供破产案件
全流程司法金融服务，实现破产案件的
全流程、线上化作业，并提供免费网络债
权人会议服务。目前该系统已在全国45
家法院、350多家管理人上线，累计召开
网络债权人会议100多场，有效保障债
权人权利，为当事人及管理人减负、提高
工作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发挥积极作用。

引入平安银行为法院破产案件研发的专属资金管理平台

湖南首例“智慧破产管理系统”
网络债权人会议召开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