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鲜的旅游装备，带
给观众最潮流的旅游体验。”
闭幕式上，主办方负责人介绍
了本届旅博会的最大亮点。
720度体验锦绣风光的VR穿
戴设备， 千米高空俯瞰壮丽
山河的直升机，24小时带家
旅行的房车，水上乐居垂钓的
船坞……首次开辟的旅游装

备展区，昭示着湖南旅游产业
的未来发展方向。

“特展区的展馆也各具特
色。”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洪江
古商城展馆首次展出堪比《清
明上河图》的《烟雨洪江》最具
创意，涟源展馆的表演、互动
做得人气最旺，龙山展馆的锣
钹民俗表演最具声势……作

为东道主， 自治州展馆尤具特
色，被誉为天下第一漂的猛洞河
漂流等众多湘西名胜、历史古城
都一一呈现。

据了解，本届旅博会共有753
企业、128家旅游单位参展。其中，
长沙市旅游局等获得优秀组织
奖， 株洲市旅游外事侨务局等获
最佳展位奖。

2017湖南旅博会闭幕 最新旅游装备亮相

超火爆！现场交易额近三千万

▲凯乐科技展区。

▲

冯燕春副主任
莅临凯乐展区参
观指导。

9月17日-20日，2017年国
家网络安全博览会暨网络安全
成就展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
重举行。博览会以“网络安全为
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为主
题， 由中央网信办联合中央宣
传部、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共同举办。

2017国家网络安全博览会
暨网络安全成就展是2017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一项重要内
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 中央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
在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并参
观网络安全博览会。

本次展出的面积达18000
平方米， 为历年最大，86家参
展企业亮出网络安全神器。湖
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湖北为数不多的代表，亮相
本次展会。参展产品包括“量

子随机数发生器、 安全主控芯
片、 偶语安全即时通信系统、区
域通信安全管控系统、无线专用
网络应急通信系统、可视化移动
安全指控系统”。

9月17日，重庆合川区常务副
区长程卫一行人来到凯乐科技展
区， 同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
探讨与交流。

9月18日上午，国家信息技术
安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冯燕春
莅临凯乐展区参观指导， 听取相
关产品的展示汇报， 与相关人员
深入探讨了技术应用及产品的发
展方向。 冯燕春对其高效的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表示极大的赞扬与
支持。

9月18日上午，凯乐科技董事
长朱弟雄先生一行来到展区，听
取了技术人员对相关产品的展示
汇报， 并对产品的功能与后续发
展提出了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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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群 众 最 多 跑 一
次”，其目的不在于表面意
义上的“跑一次”，而是如
何通过改革让群众心安。

“以前我买房，前后花
了四个月， 现在10个工作
日就能办好。”多年从事房
产中介工作的宋先生深有
感触：“真的太不一样了！3
次提速后， 业务流程时限
至少缩减了一半， 一般抵
押注销登记、 产权注销等
流程一天便可办结。”

为了让市民最多跑

一次，不动产登记中心开通
了网上预约三个平台 。目
前，市民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长沙不动产登记”、可登录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门户网站或进入“长沙市不
动产登记平台网上预申请
系统”， 任选一个平台均可
办理业务预约。

据悉， 网上预约平台开
通3个月以来，有效预约量达
49106笔，彻底解决了长时间
排队等待的难题， 实现了市
民“即来即办”的服务宗旨。

二手房资金监管为购房者“保驾护航”
9月21日上午， 位于晚报大道

的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迎来了资
金监管的第25对交易方。“有了监
管账户，无需通过中介可直接交易，
省钱省心。”而这已经是周小姐第二
次办理房屋过户了。

这一天， 是长沙市不动产统一
登记落地的377天。自成立以来，该
中心一直在飞速转变，截至今年9月
9日， 登记中心业务受理量达
901762笔，日均3508笔。

为了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
腿，该中心致力优化服务做“加”法，
压缩时限做“减”，推出了一系列惠
民服务， 让市民享受到真真切切的
便利。

9点30分，在等候10分钟后，周
小姐进入窗口。“你好， 我昨天在网
上预约了二手房过户， 并在服务平
台上填写了抵押和资金监管信息。”
在核验过预约信息后， 窗口工作人
员开始办理登记。

工作人员告诉她只需将钱划入
监管账户，待受理、审核、登簿后，银
行将在1个工作日内划转资金至卖
方账户，这样她就能拿到新的《不动
产权证书》，如交易不成功，监管资
金会退还至买方账户。

在现场， 周女士为记者算了一
笔账：去年10月，她不仅花费2.8万
元中介费办理房屋过户，还交了2万

元“中介极速贷”的费用。“因买方是
按揭买房， 过户后需等两月才能放
款， 而她又急需资金， 只能依靠中
介。现在好了，资金直接进入监管账
户，过户和银行按揭同步办理，既省去
中介费，也免于来回奔波，120㎡的小
三房卖出了150万元的好价格。”

自今年8月11日， 长沙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资金监管服务平台全面上
线，根据“资金监管不收费、监管资金
不计息”的原则，免费向市民开放。

“根据交易双方是否有按揭，
办理资金监管可分三种方式。”长
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文德勇
介绍，如买卖双方无按揭，可通过

银行、中介机构、担保公司的外网
申请，直接签定网上合同；卖方有
按揭， 则需先还清贷款才可申请；
如买方需按揭，则可到签约银行办
理同步进窗业务。银行审核贷款方
资格后，再签定网上合同，同时办
理过户和抵押登记。

“全程监管，实现资金交易‘透
明化’。”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晓阳介绍，“下一步，我局
还将继续加大二手房网签系统和资
金监管建设力度， 推出二手房房源
信息共享平台， 以及更多的登记业
务种类和交易过程短信通知功能，
确保二手房登记更加高效便民。”

全程监管 实现资金交易“透明化”

9月18日下午5:50，市
民吴先生激动地连连称
赞：“真没想到， 你们的服
务太周到了， 免去了我往
返之苦， 还加班加点为我
们办理。”

吴先生摔伤在家休养
近1个月了， 因为资金紧
张， 急于想将名下一套房
子过户出去。 但因腿脚不
便无法去现场办理， 心里
很着急。了解情况后，不动
产登记中心立即启动“绿
色通道”服务，上门为吴先
生办理业务。

而这只是长沙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绿色通道”的一个
生动缩影。

据了解，近一年来，中心
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 仍然
坚持对情况特殊的服务对象
实行“预约服务”、“当场快
办”、“上门服务”的特事特办
“绿色通道”服务，在特殊时
期还“周日上班”、“节假日加
班”，为上百名市民提供上门
服务。不仅如此，中心对群众
关心的不动产登记等信访诉
求及时给予客观公正回复，
问政信访件回复率达100%。

网上预约 让数据代替市民“跑腿”

特事特办 为市民开辟绿色通道

■记者 卜岚

凯乐科技亮相
2017国家网络安全博览会

881家旅游机构参展，30多万人次观战，2700多万现场交易额……9月21日
下午，在2017中国湖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会议上，一系列亮眼的数据
出炉，为期三天的展会圆满结束。

本届旅博会由省旅发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湖南日报社共同
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华
声全媒体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全程运营。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李洋

“1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
多瓶茶油，都是成件的拿。”9
月21日上午， 湖南博邦农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馆负
责人告诉记者，销售这么火爆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目前已无
货可卖。

丰富的展出内容吸引了省
内外游客关注， 也带动了现场

交易。其中，特色手工艺、民族
饰品、 特色农副产品等旅游商
品尤其火爆， 数十家企业的备
货在开幕当天就销售一空。截
至展会闭幕， 现场交易额突破
2700多万元。

展会期间 ， 自治州也签
约202.6亿元， 其中包括18个
重大招商项目以及1个全域旅

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亿元以
上项目4个， 文旅类项目9个，总
额124亿元。

通过网络直播、新闻报道、互
动活动， 本届旅博会的影响力覆
盖湖南，直达全国。根据百度数据
不完全统计，有100多家媒体对本
届旅博会进行了报道， 发稿量超
过5000条。

趣味 VR设备可720度体验风景

火爆 现场交易额近三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