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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市场监管工作座谈
会上获悉，今年，我省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市场活力全面激
发。1至6月，全省新设市场主体36.49万户，
新增注册资本5300亿元。截至5月底全省市
场主体总数首次突破400万户，达到409.74
万户。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今年，我省扩大“证
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范围，简化企业普通
注销程序，将39项行政许可及政务服务事项列

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录。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模式，推进市场主体登记全程电
子化，电子营业执照首次实现跨区域、跨行
业、跨领域应用。其中，岳阳市商事制度改革
工作和湘潭市质量工作被国务院办公厅通
报表扬。

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开展药品价格、
口岸收费清理等专项检查， 受理价格投诉举
报案件6075件。开展保健市场乱象百日整治
行动，查办违法案件714件。组织打击传销、
假冒伪劣、虚假违法广告、网络违法、知识产

权违法等专项执法（整治）行动，查办案件3835
起。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全省12315系统共受
理投诉、举报22.74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3434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
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力争在今年内将企业
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实行企业注销
“一网”服务，解决注销难、退出难问题。大力推
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探索推行“领证即开
业”模式，力争在今年底前实现一半以上的全省
内资企业设立登记网上办理。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潘文秀 肖通 ） 近日在湘乡市召开
的全省河湖强监管工作推进会提出，各
地各相关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落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
殷殷嘱托上来， 对标对表全面完成2019
年河湖管理各项工作任务。

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要按期完成台账内问题销号， 抓紧整改
交办的“四乱”(在河湖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等 )问题，巩固清理整治成果，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再出现新的“四
乱”。

加快推进河湖划界工作。 要切实强

化措施，落实工作经费，抓紧确定方案，
加快划界进度，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及时
将划界成果充分应用到河湖水域岸线空
间管控、河湖监管执法等工作中去。

全面加强河道采砂管理。 要抓紧按
年度计划实施开采，规范采区现场监管，
强化采砂监督执法，严厉打击偷采盗采，
确保河道采砂秩序总体稳定有序可控。

统筹做好河湖管理日常工作。 要加
强河湖管理保护宣传教育， 认真回应群
众来信来访。积极履职，配合做好违建别
墅问题清查整治和非法高尔夫球场清理
整治。加强基础工作，加快推进河湖岸线
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钟伟锋 黄斌颖）近日，新田县集中
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协议总投资1.5亿元。

这3个项目为SMT加工生产和自动化
装 配 项
目、 新威
鞋业生产
项目、一
米阳光智
能制造项
目， 涉及

自动化装配、运动用品生产、儿童智能手表
研发生产等， 将有力拉长增厚当地相关产
业链。

近年来，新田县秉持“尊商、亲商、重
商”理念，严格落实优惠政策，做优项目建
设协调服务，招商工作来势喜人。今年上半
年， 该县成功签约由中国二冶集团投资18
亿元的S345、S234建设项目， 引进了智能
工业机器臂制造、 电子信息产业园、 年产
30万台大灯等重大产业项目6个。目前，在
谈项目有20余个。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今
天15时28分，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蒙华铁路浏阳牵引变电所一次
性送电成功，标志着蒙华铁路牵引变电所
将陆续全面启动，为即将展开的联调联试
工作奠定了基础。

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是为电力机车提
供电源动力，确保列车安全、可靠、稳定运
行的关键。浏阳牵引变电所主要设备包含
2台变压器、2台断路器和10组隔离开关及
其他电流、电压互感器、避雷针等，该变电
所由地方电网输送两路220千伏电源到所
内，经设备变压后，向铁路沿线接触网输
送27.5千伏电源，从而完成电力牵引的供

电任务。
蒙华铁路全长1837公里， 途经内蒙

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7
省（区），是“北煤南运”新的国家战略运输
通道，国家加快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举
措，也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
铁路， 建成后中国将形成“西煤东运”和
“北煤南运”并行的煤炭运输格局。

蒙华铁路浏阳段全长96.9公里，途经
全市9个乡镇（街道）、50个村（社区）。蒙华
铁路建成通车将为浏阳带来持续不断的
能源保障，并将扩大浏阳花炮、矿产的外
销通道，为浏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促
进作用。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通讯员 冉新娜
记者 周月桂） 本土零售龙头企业步步高14
日发布信息称， 目前数字化会员已突破千万
大关，小程序总访问量达2.7亿次。这意味着
步步高数字化转型迈开步伐， 双线融合的智

慧零售模式已见成效。
自2017年启动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来，步

步高321家智慧门店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
步步高已建立了全场景全渠道智慧零售生态
系统， 实现了从传统零售到智慧零售的全面

升级。由步步高自主开发的Better购小程序，集
扫码购、微信支付、会员码+支付码、停车缴费
等功能于一身， 步步高可根据用户消费数据，
联合供应商实现产品定制，在内容营销、新品
曝光、互动等方面与供应商配合，推出差异化
产品。

步步高董事长王填表示，2020年将冲刺数
字化会员3000万的目标，通过技术升级转变自
身发展方式，提升企业效率。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方太平）近日，随着提梁、运梁、喂梁、落梁
等一系列工序有序推进， 张吉怀铁路第一跨

箱梁稳稳落在张家山大桥主墩上， 全线路桥
相接、桥隧相连施工阶段由此拉开序幕，铁路
线下施工转向上部结构施工。

张吉怀铁路线路全长247.481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北起张家界市，经湘西州，南接怀
化市，沿线经过武陵山区连片区域。该线路建成
后，北可连襄阳枢纽、郑州枢纽、西安枢纽，最后
到达北京； 南可连桂林枢纽、 南宁枢纽到达海
口，将多个世界文化遗产地、自然遗产地串联起
来，成为一条贯穿南北的旅游大通道。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市场活力全面激发

全省市场主体首次突破400万户
力争在今年内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

步步高数字化会员破1000万
双线融合智慧零售模式见成效

第一跨箱梁成功架设
张吉怀铁路施工转向上部结构

全省强化河湖监管
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加强河道采砂管理

蒙华铁路首个牵引变电所送电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邱文丽 伍洞良 )7月13日， 新邵
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举行招商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5个重大投资项目同时签
约，计划总投资12.5亿元。

这次签约的5个项目为灿祥智能光
电产品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标克智能激
光设备制造基地项目、 洋杨智能终端设
备制造基地项目、 崇安电子材料制造基
地项目、 特丽斯新型环保材料制造基地

项目，涉及人工智能售货机、智能激光切
割、电子绝缘材料等方面。这些项目建成
投产后，预计可年创产值30亿元以上、税
收1亿元以上， 解决劳动力就业2200余
人。

近年来， 新邵经开区规划建设占地
1000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 计划引进智
能制造类项目20个， 打造一个年产值超
50亿元、年税收超2亿元的新园区。目前，
该产业园已签约项目10个。

新邵智能制造产业园5个项目签约

新田3个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覆土复绿
美化矿山

7月15日， 花垣县
花垣镇老王寨村一处废
弃铅锌矿山旁， 村民在
培管花草。近年，该县将
矿山覆土复绿作为矿业
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来
抓， 累计完成锰锌矿山
覆土复绿面积6380余
亩，并撒播花种、草种，
美化矿山环境， 使矿山
生态得到有效修复。

龙艾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