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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长沙郡原美村小区居民邹建平， 前
些天发现家门口走廊的灯不亮了。 她拿
起手机， 拍照上传， 输入自己的楼层门
牌。 10分钟后， 物业维修人员到达现
场维修。

自2014年3月起， 邹建平成为长沙
市第一批使用智能社区APP———“乐住”
的用户。

近一年来，邹建平缴水、电、燃气、宽
带等费用上“乐住”；小区停水、停电等信
息，不再需要物管张贴通知，而由“乐住”
自动弹窗通知； 小区周边超市、 餐饮订
购，也通过“乐住”交易完成。

改变邹建平生活方式的这款APP，
来自一位1991年出生的安徽小伙张小
赵的创意。

2013年底，张小赵在长沙市的各大
社区发传单。他发现，小区里传单广告满
天飞， 楼道、 电梯口等处张贴的各类通
知，就像“牛皮癣”一样零乱。

为何不开发一个为业主定制的手机
应用软件， 提供各类生活便利以及服务
资讯？ 这将会是一个比淘宝、58同城更
精准锁定目标用户的商机！ 张小赵有了
创业的念头。

2014年2月， 张小赵向工商部门申
请注册公司。此时，正值全省工商登记制
度改革伊始， 企业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
制改为认缴登记制， 并且可以“先照后
证”办理营业执照。

“以前需要一次将注册资本打入指
定账户， 但初创业者往往难以短期筹集
较多资金，仅这一条就可堵死创业渠道。
而现在， 只要在指定期限内缴清就可以

了。 ”张小赵说，所有的手续几天内就全
部办完， 没想到现在政府部门办事也有
了移动互联速度。

在长沙市一家民营企业“捞偏门研
究院”的支持下，张小赵很快获得了长沙
市创业办的资金支持。

由此， 张小赵创办了湖南首个智能
社区APP“乐住”，创造性地将移动互联
网引入社区居民的衣、食、住、行、娱、购
与物业管理等服务中。“乐住”上线至今
不足一年， 已与长沙市近500家社区签
约，实现盈利逾千万元。

推广一直是手机APP面临的最大难

题。让张小赵想不到的是，这个过程政府
相当“给力”。

“雨花区政府主动来公司调研，并向
该区所辖的100多个社区积极推荐‘乐
住’APP。”张小赵透露，自己与公司另外
一名高管， 还被长沙市创业办推荐到清
华大学学习企业管理。

“现在的创业环境比想象中好多了，
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

2014年，省政府为鼓励青年创业就
业，扶持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发展，采
取一系列措施简政放权， 稳步推进商事
制度等改革，激励万众创新、大众创业，

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乐住”APP用户越来越多，广受关

注。 2015年初始，多家风投机构纷纷找
上门来，寻求合作。

“我们的目标是3年内上市。”张小赵
自信地说。
【新年期盼】
� � � �张小赵：

问题永远在现场。我们将在不断改善
客户端用户体验的同时，更注重线下合作
商户、物业公司、居民的感受，为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 希望今年继续扩大合作社区，
并将我们的创新模式在全国推广。

留学人员创业园
成果展在株洲举行
全省累积在园企业458家， 在园留

学人员723人，年创产值20多亿元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易平 凌小娜）1

月16日，湖南省留学人员创业园创新创业成果展示暨招商引资活
动在株洲市举行。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家服务中心
主办，株洲留学人员创业园承办。来自全省的8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以及60家银行、培训机构、企业的代表参加活动。

吸引留学人员回湘创新创业，是我省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在“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
端引领、整体开发”的24字方针指引下，我省以留学回国人员管理
服务工作为突破口，搭建多层次多类型平台，全面服务地方经济
和社会发展，先后出台了《关于引进人才来湘工作的若干规定》、
《湖南省鼓励留学人员来（回）湘工作的有关规定》等文件，对有意
回湘工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对带有项目、技术以及研发团队的
人才，允许其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回湘工作。

目前，全省留学人员创业园共占地1022亩，形成了配套设施
齐全、服务流程规范的创业企业孵化场地53.29万平方米，总投资
17.03亿元，累积在园企业458家，累积在园留学人员723人，年创
产值20多亿元，利税近5亿元。株洲留学人员创业园作为我省首家
留学人员创业园，每年安排2000万元科技专项资金，其科技企业
孵化模式具有全国影响。

此次活动期间，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在全面展示各自成果
的同时，参与了人才交流、项目对接、银企融资洽谈、留创园区交
流洽谈等一系列活动，产生了30多项活动成果，部分留学人员与
园区、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

吉首工商查处
假冒“自然堂”护肤品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张艳） 吉首市工商局昨天接到一封来自上海
伽蓝股份有限公司的感谢信， 对该局执法人
员严查售假行为、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表示感
谢。

2014年12月24日12时30分左右， 吉首
市工商局红旗门工商所接到上海伽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两名市场监察工作人员的投
诉， 称在关厢门市场外围的马路上有人在销
售假冒该公司“自然堂” 系列护肤产品。 该
所执法人员当即随同公司市场监察工作人员
前往现场。

在吉首市关厢门市场外围的马路上， 两
名年轻女子正在销售包装显示为上海伽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自然堂” 系列护肤产品。
这些产品全部没有外包装， 直接丢置于地上
的一块木板上， 因价格低廉， 引不少路人购
买。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后， 售假女子以
自已不是老板为由， 电话叫来一中年男子。

“让你们多管闲事！” 人未到， 恶语先
至。 看到执法人员出示的证件后， 男子突然
用力地把厂家两名工作员拽至一旁， 气势汹
汹进行言语威胁， 并且挥舞起了拳头。 售假
者的过激行为让局面一下混乱起来。 通过执
法人员强力阻止， 在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后，
事态得到有效遏制。 为防止售假者对上海伽
蓝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再度威胁， 执法人员在
处理完所有事情后， 一直将两人安全送回住
所。 此时已是晚上7时。

吉首市工商局依法对现场的286瓶假冒
“自然堂” 系列护肤产品进行暂扣， 同时对全
市范围内的相关假冒产品进行查处。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熊远帆）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国家税务局了
解到， 2014年长沙国税系统累计入
库 收 入 955.9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7.01亿元， 占到全省收入总量的
59.75%， 继续领跑全省。

从税收结构上看， 长沙呈现出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趋势， 2014年
长沙国税剔除卷烟后，第一、二、三产
业的税收比为0.03∶38.73∶61.24。
主导产业尤其是机械交通运输业减
收， 除卷烟外， 39家过亿元的主导

企业2014年入库116.27亿元， 同比
减收4.92亿元； 第三产业持续增长，
较2013年增长4.43个百分点。 第三
产 业 近 3 年 的 增 长 速 度 分 别 为
19.36%， 23.42%， 16.77%， 第三产
业的税收快速增长， 反映了经济结
构转型的成果和调整增长方式的转
变。

此外，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长
沙国税系统贯彻“不执行税收优惠
政策也是收过头税” 的指导思想，
响应宏观调控政策， 开展减负便民

春风行动， 全力助推长沙经济转型
升级。 2014年落实高新企业、 残疾
人就业、 再就业扶持等优惠政策，
减 免 税 款 39.1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0.75%。 营改增试点纳税人32246
户， 实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25.14
亿元， 97%的纳税人税负持平或下
降， 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前直接
减税13亿元。 压缩审核时限， 提速
办理出口退税51.86亿元， 为长沙
外向型经济发展添活力， 释放改革
红利。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李林龙） 无人机、 化学防护
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记者1月14在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
的环境应急值班室看到，这些平日难
得一见的高端装备整齐排放，随时应
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据雨湖
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 该局1月13日
已通过省环保厅现场验收，成为湖南
省首家县级（一级）环境应急能力标
准化单位。

根据国家环保部的要求，县级一

级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在环境应
急指挥系统、应急交通工具、应急防
护装备、应急调查取证设备等硬件装
备上，都有细化指标，包括1套车载应
急指挥移动系统及数据采集传输系
统，2套辐射报警装置、易燃易爆气体
报警装置、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1
台高精度GPS卫星定位仪、激光测距
望远镜等装备。

“无人机在我们的环境执法中发
挥了不小的作用。 ”该局执法大队长
余翰文介绍，2014年该区响塘乡易

家村有村民举报，附近一家不明化工
厂时常散发刺鼻气味，村民发现厂内
工作人员戴着防毒面具进行操作。在
环保执法人员前去察看时，工厂已无
工作人员，厂区大门紧闭。 由于情况
不明，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进入厂内
勘查，拍下厂区内非法生产线、化学
桶的照片。 掌握充分证据后，环保部
门已将该污染企业关停，并将案件移
送公安部门，企业相关责任人蔡某等
6人因污染环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湖南山东商会
投资13亿元建总部大楼
本报1月17日讯（陶芳芳）1月14日，湖南省山东商会总部基地

项目在长沙县正式动工开建。项目总投资约13亿元，建成后将为
鲁籍在湘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兴业环境及集聚、融合功能。

该项目是去年湖南省山东商会在与长沙的项目对接会上， 商会
会员企业鲁商置业责任有限公司与长沙县政府签订的合作项目。项
目位于万家丽北路，占地109.8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将打造成
集甲级写字楼、大型购物超市、商业步行街、影院、高尚休闲及商住为
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 一期包含总部办公
楼，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预计在2016年底竣工投入使用。基地建
成后，也将有效提升长沙城市品质，推动长沙经济发展。

据了解，目前在湘的鲁籍企业达13000多家，规模为1800多亿
元，其中湖南省山东商会会员企业204家、涉及30多个行业。成立
于2011年的湖南省山东商会，近年来积极为湘鲁经济发展和文化
交流牵线搭桥，先后组织了青岛、威海等多地政府部门和山东鲁
商集团等企业负责人交流考察，探讨合作商机，去年，山东鲁商集
团首期投资两亿元在益阳市开发黑茶饮品。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经济新常态下的民生热度

90后小老板：政府给力 创业不难

无人机成环境执法好帮手
雨湖区环保局成为我省首家县级（一级）环境应急能力标准化单位

长沙市国税收入突破950亿元
第三产业税收占比持续增长

2014年， 全省新登记公司制企业7.45
万户 ，注册资本4426.52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88.21%和110.31%

至 2014 年
底， 全省累计登
记 公 司 制 企 业
44.67万户（其中
7.45万户 ， 也就
是六分之一是新
增企业），注册资
本 2.36 万 亿 元
（其中4426.52亿
元， 也是约五分
之一是新增量）。

同比增长88.21%

同比增长110.31%；

7.45万户

4426.52亿元

44.67万户

2.3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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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1版)
� � � �屠宰环节，以生猪私屠滥宰的高发时段和高发地区为切入点，严
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收购和屠宰病死畜禽、在畜禽体内注水或注入
其他物质等违法行为，重点放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养殖密集区。

养殖环节，重点排查兽药残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质量、“瘦肉
精”等违禁物添加，一经发现重拳打击。

流通环节，重点在活畜禽交易、收购、运输等场所，掌握各贩运
户的情况，强化畜禽流通动态监管。

销售环节，重点为肉制品生产企业、肉类批发市场和冷库、集
贸市场、商场超市、肉食店、餐饮服务企业及集体食堂，派驻检疫监
督员，进行全程检疫监督。

齐抓共管确保餐桌放心
开展肉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省政府部署，各级畜牧兽医、商

务、公安、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通报信息，形成齐
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各地畜牧兽医部门接手屠宰监管后，抓紧与公安、食品药品
等部门联合开展一次生猪屠宰专项执法行动，严防病死猪进入屠
宰场、病害肉流向餐桌。

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要对生猪定点屠宰及肉制品生产、 经营、餐
饮服务、集体食堂等环节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查处没有检疫合格
证明的产品、非法进口肉类产品和病死猪肉，深挖源头、捣毁窝点、
打击犯罪、消除隐患。 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及贩卖、屠宰、
加工病死畜禽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涉案人员刑事责任。

省政府要求，整治过程中，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肉产品安
全举报和稽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严格检查每一起举报线索，发现问
题，果断处理，消除隐患。 相关各部门之间要通过开展督查、交叉检查、
举报核查等多种方式，强化督查指导，把整治活动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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