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海关“两步申报”
货物52秒通关

官宣！长沙多条地铁线路规划细节发布，涉及南部、北部、含浦片区

7号线南延至暮云，彭家巷将通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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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今日，
记者从湖南省发改委获悉，《关于
联动调整2019年度采暖季非居
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已
于近日印发。《通知》指出，10月1
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长沙、株
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
益阳、 娄底9市采暖季非居民用
天然气销售价格最高联动上调
0.36元/立方米。

《通知》明确，为确保采暖
季供暖、节约用能，长沙等9市

在采暖季启动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联动调整机制， 联动上调
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在这期间， 长沙市、 株洲
市、 湘潭市非居民用天然气最
高销售价格为3.28元/立方米。
衡阳市为3.63元/立方米， 岳阳
市为3.49元/立方米，常德市为
3.51元/立方米，益阳市为3.33
元/立方米， 邵阳市为3.59元/
立方米， 娄底市为3.84元/立方
米。 ■记者 卜岚

长株潭等9市非居民天然气价格上调

评
论 让戕害儿童的“保健品”无处遁形
近年来,为给孩子在身高、智

力、健康等方面提供助力,不少爱
子心切的家长将各种儿童保健品
送进孩子口中。然而,一些不法企
业、商家也抓住了家长这种心理,
以非法添加、虚假宣传、非法传销
等各种手法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
致使儿童保健品市场出现各种乱
象。记者采访发现，正常发育、合
理进食的孩子并不急需保健品 ,��
保健品服用不当反伤身。（10月
20日《法制日报》）

“老人的钱和小孩的钱最好
赚”，此言不虚。这些年，各商家在
“银发经济”和“儿童经济”这两大
块领域“深耕细作”，确实赚取了
不少财富， 而一些商家也使出了

虚假宣传来误导消费， 甚至坑蒙
拐骗，让这两个群体受害不浅，其
中最突出的就是“保健品”。

2018年， 中国保健品市场已
超过2000亿元， 在保健品消费群
体中， 人口结构的两端55岁以上
和16岁以下人群中渗透率相对较
高，也正好印证了“老人的钱和小
孩的钱最好赚”这个说法。在儿童
保健品消费中， 主要来自家长的
高投入，他们在小孩的身高增长、
智力开发、 健康保障方面从来不
遗余力，盲目之下成为了“广告易
感人群”，在虚假广告的诱惑下花
大价钱购买各种保健品给孩子食
用。然而，保健品的效果往往会与
家长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不仅孩

子没有变聪明强壮， 反而吃出了
诸多问题， 例如有的孩子因为大
量服用保健品导致出现心肌损
害、低血糖等病症；有的男生出现
了胸部发育； 还有的得了高钙尿
症导致的尿路感染……

关于保健品市场,近两年来国
家一直在下力气整顿,也不乏有保
健品公司被曝光, 例如无限极公
司、权健公司，可为什么总有不少
人“入坑”？这其中除了商家刻意夸
大的宣传、一些媒体的助力之外，
也有家长们健康素养低下、 盲听
盲从的因素。 保健品原本只是人
体机理调节剂、营养补充剂,不能
直接用于治疗疾病,更不能替代饮
食，甚至有的“保健品”根本起不到

任何保健作用，而正常发育、合理
饮食的孩子其实并不需要保健品
来进行营养补充，不吃无所谓，多
吃反而有害，无奈家长爱子心切，
非要给孩子吃各种保健品， 结果
导致孩子的身体承担不必要的负
担，或致激素紊乱、或加重肾脏负
担，没病吃出病来。

在一些药店、 母婴店可以看
到,钙片、蛋白粉等儿童保健品被
放在醒目位置, 价格从十几元到
几百元不等， 而这些往往都是热
销商品， 这也证明在盲目消费之
下， 儿童保健品的受欢迎程度一
直居高不下。就如同有专家所说，
防止儿童保健品虚假宣传、 非法
营销、 过度消费和防止老年人购

买保健品受骗一样, 首先还是要大力
普及保健品知识, 使广大家长知晓儿
童保健品不是“人人都能吃”。

除此之外，国家对保健品市场的
监管力度仍需加大。今年1月，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假冒伪劣重点领
域治理工作方案（2019-2021）》，提出
要开展特殊食品监管专项行动，聚焦
“一老一小”，加大对保健食品和婴幼
儿配方食品的抽检力度。职能部门要
行动起来，家庭、学校、社区也应该行
动起来， 多方共同提高防范的积极
性，形成治理合力，将保健品市场拉
回到规范化、有序运转的轨道，不让
银发一族和儿童再受“保健品”的戕
害。

■本报评论员 张英

10月18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其官网公布
了对政协委员提案、人大代表建议的回复，内容包含多条
地铁线路的规划细节， 涉及长沙南部、北
部、含浦片区。 ■记者 石芳宇

回复称，本轮《长沙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修编正在进行，根据
目前规划修编的阶段性成果,拟
将轨道交通7号线规划经尚双塘
站沿芙蓉路南延至暮云， 并规划
增设轨道交通9号线，沿新开铺路
转伊莱克斯大道敷设至暮云东，
同时规划轨道交通5号线沿环保
大道经解放垸西延过江， 加上已
有的1号线， 未来南部片区将有4
条轨道交通线路覆盖，实现南北、
东西多方向互联互通， 为整个南

部片区发展提供重要交通支撑。
暮云片区规划有7号线、9号线经
过，1号线、5号线辐射， 与主城区
的联系将大大加强。

同时，根据2011年批复的《长
沙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1
号线一期工程已实施至线网规划
中1号线的最南端尚双塘站。根据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意见，1号线
一期工程最南端的尚双塘站未预
留线路向南延伸的工程条件，工
程上也难以实现线路南延。

7、9号线经过暮云，南部片区将有4条线路覆盖

回复称， 根据2011年批复的
《长沙市轨省交通线网规划 (修
编）》， 大城北地区规划有2条轨道
线路。其中，轨道交通1号线沿芙蓉
路敷设， 服务于城北湘江东岸。目
前， 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南起
尚双塘站北至开福区政府站,已于
2015年建成通车。轨道交通1号线
北延一期工程南起开福区政府站
(不含)北至彩霞路站，设站5座，线
路长9.93公里，正处于工程设计阶

段。轨道交通10号线（新12号线）沿
兴联路敷设，服务于高岭枢纽和金
霞组团，为远期建设线路。

根据正在修编的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阶段性成果， 拟沿彭家巷
路新增一条南北线路， 加强城北
与中心城区的联系， 沿兴联路保
留一条东西向线路， 过湘江联系
望城地区。未来，城北地区将有3
条轨道线路覆盖、 满足城北市民
绿色、快速的出行需求。

彭家巷路拟新增南北线路，城北将有3条地铁线路

回复称，根据2011年批复的
《长沙市轨省交通线网规划 (修
编）》，洋湖片区规划有轨道交通3
号线，含浦片区规划有轨道交通8
号线。3号线一期工程计划2019
年底试运行， 可服务于含浦片区
的东部。8号线暂未纳入第三轮轨
道交通建设规划。

根据目前规划修编的阶段性
成果，拟在含浦、学士片区规划2
条轨道交通线路，分别为11号线、
13号线。

11号线沿含浦大道-学士路
-友谊路-东二环-盼盼路-东十
路布设，途经湖南中医药大学(含
浦校区)，强化含浦、学士地区与
河东重要节点联系。

13号线沿旺旺西路-潇湘北
路-雷锋大道-尖山路-麓云路-
含浦大道布设， 为湘江新区南北
向交通走廊， 强化湘江新区南北
向组团间联系。 同时在建的3号
线、规划中的8号线也能一定程度
辐射含浦东片区。

11、13号线经含浦学士片区，4条线路辐射含浦片区

本报10月21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海关获悉， 长沙海关
“两步申报”改革首票货物于10
月18日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试
点成功。据悉，该票货物为蓝思
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贸易进口传
感器， 从企业申报到准予提离
整个流程仅用时52秒。

“在这种通关模式下，企业
不需要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信
息及单证， 整个提交过程可以
分成两步走。”长沙海关综合业
务处负责人介绍， 企业仅凭提
单信息就可完成概要申报，海关
通关系统对进口货物进行安全
准入判别后就准予提离货物；在
运输工具申报进境起14日内完
成完整申报，补充提交相关信息
和单证，海关通关系统对进口货
物进行合格入市风险判别，按规
定完成税款缴纳等流程。 长沙
海关成为继全国首批6个率先启
动的内陆海关之一。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杨柳

本报10月21日讯 今日，
“传媒+教育”2019金鹰教育秋
收峰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
行业大咖等共同参与。 峰会以
“砥砺前行融教育， 不忘初心求
发展”为主题共同研讨教育行业
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开创了中国
教育行业“融教育”概念的先河。

据主办方介绍， 活动预计
将有5000人参会。开幕式上，思
齐芙蓉教育集团董事长李章、

领路教育董事长刘耿、 用心教
育集团董事长虞贵明、 长沙新
东方教育培训机构校长陈隆等
10家湖南民办教育机构负责
人，共同发起《校外培训机构规
范办学倡议书》(见上图)。 他们
共同倡议，校外培训机构要端正
办学思想，规范办学行为，减轻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 引导家长
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和成才观，
形成校内校外协同育人的良好
局面。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我省民办教育机构发布“规范办学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