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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ETC卡，上网可打印电子发票
我省今年前两个月已为ETC用户开出15万张电子发票
本报3月15日讯 今年1
月1日起，我省高速公路开始
实行通行费开具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今天，记者从湖南
省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开具工作新闻通
气会上获悉， 截至2月底，新
政实施2个月来， 全省已为
ETC用户开具电子发票15万
余张。
当天，交通部门、税务部
门全面解答了开具通行费电
子发票的各种问题， 并宣布
将启动为期4个月的宣传，让
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相关政
策和申报抵扣规定， 熟悉发
票开具流程。

2个月开出
15万张电子发票
据了解， 收费公路通行
费增值税发票开具工作是交
通运输行业贯彻落实“营改
增”改革，为民服务、惠民利
民的一件民生实事。
湖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
费中心主任王光辉介绍，湖
南高速公路发票平台注册及
绑 卡功 能 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上线，2018年1月1日起正
式实行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具
工作。自此，使用ETC卡缴纳
的通行费， 全部通过发票平
台开具通行费电子发票，不
再开具纸质票据。
目前， 我省ETC用户数

量为266万。截至2月28日，全
省高速公路通过收费公路电
子发票服务平台和“票根”
APP， 为ETC用户开具电子
发票15万余张。

资讯

太平人寿入选湖南保险
行业十大典型理赔案例

开票不用再来回奔波
以往， 对于ETC用户来
说， 只能在ETC代办银行网
点开具通行费发票， 如果是
需要开具通行费增值税发票
用于抵税的ETC企业用户，
则还需要拿着银行网点开具
的发票， 去到ETC中心换取
增值税发票。
“这项政策实行后，我们
开发票就方便多了， 只要在
网站上注册，绑定ETC卡，选
择相应通行记录自行打印即
可，再也不用来回奔波了。”3
月15日， 长沙一家物流公司
的相关负责人说。
在王光辉看来， 通行费
电子发票的开具， 最大限度
地方便了纳税人获取发票，
实现税款抵扣， 真正做到了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这一政策对从事物流、
客运等行业的道路运输企业
尤其受益， 不仅减轻了企业
成本， 也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长沙市国税局货物和劳
务税处副处长王勇刚表示。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李绪沁

提醒

开电子发票要注意这些
1.通行费电子发票分为“征税发票”和“不征税发票”两种。
通过经营性收费公路，开具的是征税发票。通过政府还贷性收
费公路，开具的则是不征税发票。辨别湖南省内的经营性或还
贷性路段， 可登录湖南省ETC公共服务网http://www.hngsetc.
com/index.do进行查询。
2.现金交易用户不能开具电子发票，只能通过收费窗口索
取纸质票据。 且通行费电子发票的开具只限于办理了ETC卡
的用户。
3.客户可登录电子发票服务平台（www.txffp.com）或登录
“票根”APP移动客户端进行注册绑定ETC卡，须用办理ETC时
的手机号码及证件号。在上述平台均可开具电子发票。

新奢侈主义之选

开电子发票有“3注意”

今年起，我省高速公路开始实行通行费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这
意味着开发票不用来回奔波了，绑定ETC卡可实现自助打印电子发票。
（资料图片）

我省消费品进口已连续14个月同比攀升

小车和化妆品进口大增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长
沙海关发布统计数据，今年1-2
月， 全省进口消费品12亿元，同
比增长2倍， 连续第14个月同比
增长。显然，春节黄金周的“进口
消费”带动作用明显。

进口消费品中
肉类占比达三成
数据显示，受益于跨境电商
的普及， 海外商品在传统年货中
的占比已经高达63%。同时，洋年
货不再是一线城市消费者“
专供
商品”，二线城市的洋年货需求量
同样呈现激增态势。1-2月，我省
自欧盟进口消费品4.2亿元，增长
3倍， 占同期全省消费品进口总
值的34.9%；同期，自荷兰和新西
兰分别进口2.1亿元和1.8亿元，位
居全省进口消费品的贸易国前两
位，分别增长4.9倍和93%，自美
国进口1亿元，增长1.9倍。
全省进口消费品中， 肉类，
乘用车和电子电器位列进口值
前3位，其中乘用车、化妆品及坐
具进口增长显著。 如进口肉类
3.9亿元，增长1.9倍，占全省消费
品进口总值的32.9%； 进口化妆
品0.5亿元， 大幅增长11.9倍，进

口乘用车增长8.6倍。

汽车进口将迎利好
消费层次、观念的升级使得
我省进口消费成热潮，而国家及
湖南省政府出台的促消费升级
政策和税收政策则在不断激发
市场活力。
自2017年12月1日起，我国
进一步降低了消费品进口关税，
共涉及187个税号， 其中绝大部
分都是国内消费者海淘、海外购
的热门品类。如特殊配方婴幼儿
奶粉关税从20%降为零，香水等
化妆品关税从10%降至5%。
据了解，以汽车为代表的部
分消费品新一轮也将迎来降税，
“消费品市场将进一步开放迎挑
战，省内汽车市场也将迎来多项
利好。” 长沙海关分析道。 据了
解，2月1日， 全国汽车平行进口
试点新增8个省市， 其中就包括
湖南岳阳城陵矶港。截至2018年
2月2日，城陵矶汽车进口指定口
岸已完成合同签约共计1299台，
“平行进口车无需品牌商授权，
无疑将推动湖南乘用车进口更
上一层楼。”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李烁勋

松下柜式洗衣机 Cuble 御铂系列品质呈现

时尚圈曾有句调侃的话 “巴黎高定
时装周上，哪怕是一个纽扣，都可能左右
全球下几季的潮流。 ” 而在洗衣机圈内，
由松下开启的“
柜式美学设计” 也掀起了
一场席卷家电、家居领域的新风潮。 与传
统观念里冷冰冰的机器不同，松下柜式洗
衣机 Cuble 御铂系列引入工业设计美学，
使洗衣机呈现出家的质感、生活的肌理。
一场科技与美学的邂逅
沃夫·拉茨勒在 《奢侈带来富足》一
书中曾提出了“旧式奢侈” 与“新式奢
侈” 的概念，仅仅为了炫耀目的而进行的
消费无疑属于旧式奢侈，而为了提升生活
品质而进行的投资，显然属于新式奢侈的
范畴。
新式奢侈或许正是人们选择松下柜
式洗衣机 Cuble 御铂系列的理由之一。 这
款产品脱胎于滚筒洗衣机， 纯平柜式设
计，给人以简约、纤薄之感，无论置于卫生
间、厨房、阳台，还是客厅，都是一件格调

十足的艺术品。 38 英寸超平晶钻钢化玻
璃，创造出了平而不凡的视觉效果，深邃
而优雅的黑色与整个机身融为一体，让人
第一眼甚至猜不出这是一台洗衣机。 最惊
艳之处， 则是其柜式一体化机门设计，不
开窗” 升级为“开门” ，而且
仅让洗衣由“
集成操作、显示、品位的诸多细节，将设计
与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次品质与品位的追寻
对新奢侈主义的追求， 不仅在于工
艺精湛以及创新设计带来的震撼， 同时

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对自身生活
追求的高度。 与普通洗衣机相比，松下柜
式洗衣机 Cuble 御铂系列融合了现代尖
端的智能化科技， 从而达到解放人类双
手的目的。
通过搭载 ECONAVI 节能导航、 智能
烘干等功能，松下洗衣机用户完全可以从
过去繁琐的洗涤、 晾晒工作中解脱出来，
而且这款洗衣机还可与智能手机绑定，实
现远距离操控，彻底打破空间与时间的界
限。 此外，除菌、除螨等健康科技，更为家
庭带来深度洁净的洗护效果。
随着中国中产不断增长，新中产的消
费观念发生剧烈变化，在物质生活得到极
大满足和保障的当下，对精致生活的向往
几乎渗透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午
后一杯香浓的手冲咖啡，周末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房间里一台洋溢美学设计的洗
衣机……这些都成为人们彰显个性与品
位的新载体。

3月15日， 三湘都市报发布
了 《让 保 险 守 护 您 的 美 好 生
活——
—2017 年 湖 南 保 险 行 业 十
大典型理赔案例解读》，其中太平
人寿湖南分公司“寻找理由主动
赔，真心为民获赞誉”入选。
理赔服务， 作为保险服务的
重要环节， 是保险合同承诺的兑
现。2017年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
为5272名理赔客户提供了5064
万元的温暖保障。 在服务量剧增
的情况下，2017年的理赔获赔率
仍保持在96%以上，同时，理赔服
务平均时效仅2.32天。
优质的服务和高品质的客
户体验 是消 费 者选 择保 险 公司
的重要方面，太平人寿湖南分公
司承诺将继续秉持“用心经营，
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以诚信、
专业的 服务 为 客户 缔造 祥和 与
安宁，为广大客户及家人撑起美
好生活的保护伞。
■缪智鹰 经济信息

工银瑞信医疗
主题基金涨幅领先
Wind数据显示， 进入3月份
以来， 申万医药生物行业指数累
计上涨已达8.06%。多家机构分析
指出， 医药相关板块今年有望迎
来估值与业绩的双升， 医疗主题
基金的投资价值凸显， 不妨借道
绩优主题基金， 如工银瑞信前沿
医疗股票、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股
票等分享医药行情。
银河证券数据也显示，截至3
月9日，工银前沿医疗股票和工银
医疗 保 健 股 票 过 去 一 年 分 别 以
30.34%和 19.92% 的 涨 幅 居 同 类
第2和第4位， 成立以来年化收益
亦达到21.55%和14.19%，分居同
经济信息
类冠、亚军。

创新驱动
欧曼超级卡车成为物流高质
量发展的助推器
福田戴姆勒汽车作为
中国商用车行业技术领先
的重卡企业，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推出“欧曼 EST 超级
卡车 + 欧曼 TCO 运盈宝”
的降本增效两大利器，通过
实施智能制造全面提升产
品品质，利用 Super Fleet
智能车队管理系统与驾驶
培训、金融、二手车等常态
化增值服务，逐步释放行业
发展新动能，成为物流高质
量发展的助推器。
福田戴姆勒汽车链合
戴姆勒、康明斯、采埃孚等
超级卡车全球创新联盟成
员， 历时 4 年欧洲标准研

发， 历经 1000 万公里实际
道 路测试打 造 出 欧 曼 EST
超级卡车， 成为快递快运、
冷链、危化品、高附加值日
用工业品等高效物流运输
利器之一。 针对物流运输中
客户最关注的运输成本，福
田戴姆勒汽车从购车、用
车、管车、养车四方面，打造
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的一
套解决方案。
福田戴姆勒汽车致力
于为用户提供高出勤率、低
油耗、 低运营成本产品，助
力新时代下我国运输行业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助推我
国重卡强国目标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