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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些工商举措与你我息息相关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一照走天下” 打击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推行“先行赔付制”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
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工作会
议在长沙召开。会上，湖南省
工商局局长李金冬表示，
2018年， 将升级完善小微企
业名录库和公示平台， 支持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 开展
小微企业活跃度研究并编制
小微企业发展指数。

数据
全面推行“多证合一”
2017年， 湖南持续深化
商事制度改革。2017年9月，
湖南全面实行“多证合一”改
革， 整合涉及20个部门的涉
企证照事项30项， 累计发放
“一照一码”企业（含农民专
业合作社）营业执照72.52万
份，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
执 照85.26万 份 。此外 ，我 省
还全面开通了电子营业执照
系统、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系统， 累计办理全程电子化
登记2446起， 发放电子营业
执照1.93万户。 截至2017年
末， 全省新等级各类市场主
体68.32万户，新增注册资本
1.46万亿元， 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21.76%和42.32%。

展望
实现“一照走天下”
李金冬表示，2018年，工
商部门将持续统筹推进“证
照分离”、“多证合一” 改革，
推进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
规范全省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完善消费者维权体系。继
续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的
功能，实现“互联网+”环境下
的“一照走天下”；同时，积极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努
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
少跑腿；此外，加大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力度，
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提高年报数据质量， 确保
2017年度年报率稳定在85%
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会
围绕消费领域突出问题，开
展“红盾质量维权行动”，严
厉打击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 推行“七天无理由退
货”“先行赔付制”，进一步完
善消费提示和消费警示制
度； 实现抽检结果和行政处
罚信息全发布， 扩大消费维
权社会影响力。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王增勇

相关新闻
长沙市场主体突破80万户

每10人中有1人“经商”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工商局获悉，
2017年， 长沙新增商事主体
182961户，同比增长26.9%；
全 市 共 有 市 场 主 体 803630
户， 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数
1051户， 位居中部省会城市
第一。2017年， 长沙市加快
“放”的步伐，大力推进改革
向纵深发展， 用权力的“减
法”， 换取市场活力的“乘
法”， 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市场主体发展活力迸发。
据介绍，同年3月30日，在长
沙高新区发放第一批电子营
业执照，10月份，长沙市全面
启用电子营业执照签发、管
理和应用系统， 全年共核发
电子营业执照9172户， 办理
全程电子化营业执照139户。
另外，长沙工商局赋予湘

江新区各分局市级登记权、县
市区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权，
下放注册资本3000万以下的
企业登记权限至城区分局，下
放广告发布登记和拍卖备案
权限至各派出机构。
在原“五证合一”的基础
上， 新整合21个单位38个证
照，实现43证合一，审批材料
进一步精简87%， 审批时限
缩短91%， 共办理“多证合
一”营业执照109902户，核发
加载“统一代码” 营业执照
239496户。同时，该局还推广
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对未开
业企业、 无债权债务企业简
化注销手续， 公告简易注销
企业2353户， 准予简易注销
1015户。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张蓉 实习生 肖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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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未来将实现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资料图片）

《
“大地租车”疑跑路，用户退押金无门》后续

租车合同到期 用户进退两难
“押金还是没退给 我们 ，
现在维权的人越来越多了。”1
月12日，租用了湖南大地新能
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
“大地租车”）车辆的朱女士向
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现在很
多用户的租车合同也即将到
期， 但都表示既不敢退车，又
不敢继续开车上路。
1月9日，本报对大地租车
疑似跑路一事报道后（详见本
报1月9日A05版）， 引起广泛
关注。大地租车公司股东之一
的陈伟强此前接受访时曾表
示，他会与租车公司的实际运
营人约谈处理，但约谈后至今
无果，“对方承诺1月15日拿出
解决方案”。 记者先后给大地
租车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拨

打电话， 但他们均未接听。其
中一名工作人员回复了一个
短信表示用短信沟通，但记者
用短信询问其关于用户租金
事宜时，对方却一直没回复。
“这车根本就值不了几个
钱了，如果押金要不回，损失
就大了。”一名用户表示，大地
租车的车辆原本就不贵，现在
使用了几年多多少少都有些
故障，而且一些车很快就要过
厂家质保期，维修起来成本很
高。 不过因为退还押金无门，
目前用户们也不愿将租期已
过的车辆退还给大地租车，因
为担心车退了后，押金就更难
退了。“但也不敢继续开车上
路，因为车辆的年检、交强险
也快过期了。”
■记者 胡锐

扶贫农产品走进城市社区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
由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扶
贫办指导， 湖南“你我您社
区”、湖南佳惠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长沙通程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多
家电商平台企业及龙山县扶
贫农产品企业（合作社）共同
参与的2018年网销“一县一
品”进社区，龙山特产长沙行
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
道新兴安置小区举行。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湖
南省商务厅、 省扶贫办组织
电商企业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的号召，进行的又一次更大
规模的“互联网电商+扶贫”深
入社区的尝试。 来自湖南龙山
县的百合面、百合粉丝、雪莲果
等多种优质农特产品通过社区
团购预售、 线下门店展示售卖
等方式在长沙市内销售。
“电商 扶贫 需要 进 一步 深
入开展， 将扶贫农产品上行至
城市社区， 进行全渠道营销体
系建设。”通程电商总经理唐振
华表示，“将打造湖南电商进社
区的‘展会+线上+媒体’的新模
式， 创新性地做好电商扶贫事
业。”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叶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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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旅游有啥新趋势？

特色旅游受欢迎
个性化线路被发掘
近日， 某知名互联网旅游平台
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 《全球
自由行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相比在旅游旺季去
热门目的地看人山人海， 更多小众
的、 个性化的旅游目的地正在受到
新一代旅行者的青睐。

国内：特色旅游受欢迎
报告根据目的地热度变化等预
测出，2018年乌兰布统、普者黑、武
隆等10个目的地将成为境内新晋热
门目的地。
乌兰布统距北京仅300多公里，
从长沙过去，交通也很方便，对于想
见识一下草原， 感受一下“策马奔
腾”的长沙游客来说，是个不错的选
择。此外，武隆清凉的山区是重庆、
成都等著名“火炉”城市居民的避暑
胜地， 潮州则成为无数美食爱好者
的朝圣地。据长沙旅游专家介绍，特
色鲜明的标签， 让目的地更容易被
旅行者识别。

境外：发掘个性化线路
在境外目的地中，冲绳、象岛和
布拉格位列2018新晋境外热门目
的地的前三甲。 卡帕莱岛、 舍夫沙
万、 阿布扎比等目的地也逐渐进入
游客的视野， 更多个性化的线路和
玩法正在被发掘。
从这些被关注和搜索的目的地
关键词中可以发现， 游客对于境外
目的地的关注正在越来越深入，对
目的地的搜索越来越精准， 对资源
需求的颗粒度也变得越来越小。
未来， 随着旅游信息化程度不
断加深， 人们对于目的地的需求日
益精准和个性化，在同类目的地中，
提供更独特的产品和体验， 才能够
赢得未来旅行者的青睐。
■记者 梁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