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5日讯 昨
日，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在长沙邮检口岸一次性截
获570支A型肉毒素针剂，
邮件来自我国香港，肉毒素
针剂产地为韩国。这是湖南
口岸单次截获肉毒素针剂
数量最多的一次，在全国也
属罕见。

经清点， 包裹内含2种
不同单位规格的A型肉毒
素，其中100UnitsA型肉毒
素 330支，200UnitsA型肉
毒素240支。 由于货主不能
提供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
批证明， 且申报名为“衣
服”、涉嫌瞒报，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依法对该批针

剂予以暂扣并将作进一步
处理。

检验检疫人员介绍，肉
毒杆菌毒素是由肉毒杆菌
在繁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
种神经毒素蛋白，主要用于
医学美容领域。但是，该种
毒素也可能导致头晕、呼吸
困难和肌肉乏力、肌肉松弛
型麻痹等症状，严重者可因
呼吸麻痹而死亡。鉴于肉毒
素的高危害、 高风险性，我
国将A型肉毒素及其制剂列
入毒性药品管理，未经指定
的药品企业不得购销，不得
零售，更不得通过境外随意
购买和邮寄。

■记者 杨田风

延伸阅读

今年7月1日，新《汽车销售管
理办法》正式实施。新《办法》对新
车销售做了多项规定， 其中就包
括：禁止一切形式的加价提车，严
禁强制消费者购买配件等。然而，
新办法实施已有5个多月，市场表
现究竟如何？

“仍然存在‘加装’现象。”今
年11月， 长沙市民卜女士花了40
多万元从4S店购买了一辆新车，

“跑了几个4S店，情况都要‘加装’
配件。”卜女士介绍。其实，像卜女
士一样买车时遇到强制购买配件
或加价购车的不在少数。

不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
沈进军认为，只要不违反《价格法》，
汽车的价格就应该由供求关系决
定， 加价与降价都是合理的市场经
济行为。“只要消费者知情且接受，
就应该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汽车销售新政实施数月 变相加价仍存在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

定》，邮寄、携带此类出入境特殊物品，应当在特殊物品交运
前向目的地直属检验检疫局申请特殊物品审批，否则将予以
退运或销毁处理。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醒，肉毒素可能携带有害病原
体，其本身就是毒性药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广大市民朋友
切勿非法邮寄该类产品入境。

提醒

肉毒素或带有害病原体 存安全隐患

本报12月15日讯 昨日，长
沙市政府与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未来五年，双方将进行深层次
战略合作，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融资、社会责任类保险、民生
类保险等方面合作。

近年来，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持续加大对长沙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保险支持力度， 不断拓宽
保险服务领域， 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 大力发展与服务和保障民生
密切相关的险种， 比如在全省创
新试点食品安全责任险， 在长沙
县、开福区为123万居民提供了自
然灾害和见义勇为的风险保障
等。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程彩明

本报12月15日讯 2018年，
湖南将力争实现5万家企业“上
云”。今日，在长沙召开的天翼云
中国行·湖南站暨“企业上云”启
动会上首次发布了我省“企业上
云”行动计划。

湖南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具体
为，在2018年实现“上云”企业5万
家，典型标杆应用案例1000个，到
2020年，实现全省50%的企业“上
云”，并将重点推进制造业和智慧
园区等“上云”专项行动，促进企
业向“互联网+”转型。同时建立省
内“企业上云”生态联盟，初步建
立云计算技术、产业、应用和服务
体系及产业生态圈。记者了解到，
湖南电信已在全省各市州相继建
成14个云数据中心， 全新打造的
天翼云湖南资源节点首期可提供
3.8万核CPU的计算能力， 存储容
量达到5个PB。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陈吕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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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1.6升及以
下排量的乘用车车辆购置税将从
目前的7.5%恢复至10%， 截至12
月15日， 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政
策离正式退出就只剩半个月了。
这种背景下， 汽车消费者和整个
车市有何反应？

【算账】
同样一辆车，
年后买或多花数千元税款

“这意味着，明年买车要多花
钱了。”12月15日，长沙某汽车4S
店销售顾问阿滔接受采访时给三
湘都市报记者举了个例子， 比如
一辆10万元的小排量汽车：2017
年年底前买，只需要缴纳6410元
购置税； 而从2018年1月1日起，
按10%的税率算下来， 就要多缴
纳2100多元的税款，“因此，要买
车还是要赶早。”

该顾问又给记者算了几笔消
费账，以9万元的车辆为例，年前与
年后买将相差1923元的税款；20万
元的车则相差4274元的税款。

“我要是买一辆20万元的车，
年前买就能少花4200多元税钱。”
长沙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他早
就计划在春节前开一辆新车回家
过年， 对比了元旦前后买车的区
别后，果断决定向单位请假，这两
天就把车款给交了。“4200多元够
我加半年油，或交两年物业费了。”

其实在长沙， 像李先生一样
为了赶上这波购置税优惠而请假
购车的人还不在少数。“我接待的
客户中就有好几个是请假来的。”
阿滔介绍。

【市场】
车商趁机促销，
11月起销量明显增长

在购置税优惠即将退出之
际， 一面是消费者请假买车的戏
码， 另一面是车商们纷纷抓住机
会打出促销牌。近日，记者走访了
长沙各大汽车销售市场， 看到不

少汽车经销商都打出购置税优惠
倒计时的告示牌， 以此提醒消费
者买车要尽快出手。

“其实今年以来，很多4S店就
一直围绕它做促销文章。”湖南省
汽车商会会长马湘滨受访时介
绍， 自去年确定了购置税优惠于
今年底退出后， 本地4S店就开始
不断以此渲染购车气氛， 不少汽
车销售员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形式
告知大家，“特别是近段时间，朋
友圈都快刷屏了。”

“到11月份，销量开始明显增
长。” 本地某4S店销售员介绍，平
时一个月就卖100多台车， 但11
月份他们卖了200多台车，估计这
个月能卖300台左右。“这多少与
购置税优惠即将退出有关。”

【趋势】
“去小型化”势头明显，
政策向新能源汽车倾斜

据悉， 本轮购置税优惠政策
于2015年10月启动，是针对1.6升
及以下排量车型， 最初税率由
10%的法定税率变为5%；2016年
税率优惠延续；到2017年税率从
之前的5%变为7.5%；2018年税
率恢复到10%。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由于消费者
搭乘减税末班车， 年底小排量车
或迎购置潮， 且明年小排量乘用
车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此外，日
益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将夺取小排
量汽车的市场份额。

“买一辆10万元的新能源汽
车， 能省8000多元的购置税。”本
地某汽车人士也表示， 国家免征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 因此小排量
汽车购置税优惠取消之后， 消费
者将更倾向选择新能源汽车。

不过在国家信息中心信息产
业发展部副主任刘明看来， 伴随
消费升级，“去小型化” 已经成为
趋势， 所以小排量购置税优惠政
策的退出， 对明年的整体车市影
响不会太大。 ■记者 胡锐

下月起买小排量车或多掏数千元
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将退出，税率从7.5%恢复至10%��年后买车税款上涨，车商促销忙

长沙口岸截获
570支肉毒素针剂
用于医学美容，存高风险、高危害性

长沙市政府
与人保财险战略合作
“食安险”创新试点

湖南首次发布
“企业上云”计划

2018年1月1日起，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将正式退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