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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李
伟锋）省经信委今天出台10大举措，
鼓励省内工业企业积极“走出去”。

省经信委总经济师熊琛介绍，这
10大举措包括鼓励开展境外研发和
技术合作、扩大工业产品出口、提升
跨国经营能力、完善服务体系、加强
运行监测、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协调
服务等方面。 主要鼓励制造能力强、
技术水平高、 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
际市场有需求的领域有针对性推进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尤其要推
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钢铁、有色、
建材、电力、新材料、新能源、新型住
宅等优势产能和富余产能 “走出
去”，扩大钢铁有色、纺织服装、电子
信息、汽车、陶瓷、烟花鞭炮、轻工、食
品等工业产品出口。 力争通过3年左
右， 培育50户以上年出口额超过1亿
美元的重点出口工业企业，全省工业
年出口额达到500亿美元以上。

省经信委将制定“十三五”全省

工业企业“走出去”发展专项规划，
引导企业根据各自特点走向合适的
地区。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工
业化引导资金、 各级工业发展相关
专项资金也将安排一定比例支持工
业企业“走出去”。 主要支持工业领
域对外产能合作重点项目、 工业产
品出口基地建设， 以及工业企业参
加境外会展和境内重点国际性展
会、产品国际认证和检测、境外专利
申请和注册商标等。 鼓励龙头企业

与中小企业组建“走出去”联盟，带
动省内配套中小企业以及省产工业
品、 技术及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整体
“走出去”。对投资新区域和新领域、
带动相关产业“抱团” 出海的重点
企业，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
扶持。全省每年还重点支持5至10家
工业领域“走出去”服务平台和服务
机构建设，为工业企业“走出去”提
供信息、法律、政策、国情、商机和预
警等资讯服务。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通讯员 彭小云 ) 《湖南省国土资
源厅关于全力实施精准扶贫的意见》
(《意见》 )近日下发。 《意见》 提出，
耕地保护项目资金将进一步向扶贫开
发重点县倾斜,同时加强贫困地区的地
灾防治及地质环境保护， 服务全省精
准扶贫战略。

《意见》 明确， 耕地保护项目资
金将进一步向扶贫开发重点县倾斜。
在2020年前， 支持扶贫开发重点县建
设高标准基本农田350万亩以上， 实施
好娄邵盆地高标准农田建设重大工程。
优先在扶贫开发重点县实施政府投入
和社会投资相结合的耕地占补平衡项
目。 提高扶贫开发重点县耕地开发项
目投资标准， 加大新增耕地后期管护
投入， 鼓励有序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意见》 要求， 加强贫困地区的

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 优先
将扶贫开发重点县列为省地质灾害综
合防治体系建设重点县， 在项目和经
费安排上予以倾斜。 到2015年底， 全
面完成扶贫开发重点县1∶5万地质灾
害详查。 在2020年前， 对扶贫开发重
点县的4900多所中小学校和人口聚集
区出现的岩溶塌陷、 地面变形开展地
质灾害补充调查， 对17个重要县城和
95个重要集镇开展地质灾害勘查， 优
先安排贫困县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
搬迁避让， 并在搬迁避让经费补助标
准上予以倾斜。

《意见》提出，加大对扶贫开发重点
县基础测绘工作的支持力度，重点在城
区及建制镇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新农
村建设测绘等方面给予资金、 技术、人
员培训支持，并无偿提供1∶1万等中小
比例尺地形图及其数字化产品。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刘全 谭晓红） 长沙黄花机
场与腾讯公司联合打造的微信公众号
（CSA96777） 今天正式上线改版升级
版。 中秋、 国庆假期， 旅客通过该微
信号预订机票等， 可最高享2.5折优惠。

今年4月，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与
腾讯签约，联手打造全国首个“互联网
+”智慧机场集群。黄花机场微信公众号
（CSA96777）是双方合作第一步，将为
旅客打造“智慧出行”新模式。

该微信号9月1日试运营
后， 旅客只需在微信中关联一
张银行卡， 并完成身份认
证， 即可一站式完成购买
机票、 停车费、 贵宾服务
费、 航站楼内餐饮费、 书
店支付等微信在线支付。

今天上线的升级版
本， 则进一步完善了“玩
转机场”、 “乐享服务”
中的机场导航、 车位预约

等功能。 如， 旅客进入导航页面， 地
图服务就会告知所在位置， 并提供完
整的机场平面图。 通过搜索功能， 能
够根据旅客所在的位置， 为旅客智能
生成精准的导航线路。

据黄花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9月
21日至10月7日期间， 旅客通过该微信
号， 可抢购省内航线2.5折、 省外航线5
折的机票； 用该微信号支付购物， 还
可享受所购商品50%的优惠。

通讯员 熊建平 谭志文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这棵柏木生于1635年之间。这
一年，在我国北疆，漠南蒙古被纳入
后金帝国的版图， 曾经驰骋欧亚大
陆的蒙古帝国， 永远地消失在历史
长河中。 ”

9月14日，在郴州市北湖区华塘
镇三合村的古树林里， 记者打开手
机微信对着古树保护牌上的二维码
一扫， 就获取了这些生动的历史资

料。 此外，二维码链接的资料中，树
的名称、树龄、习性、用途、原树图片
等资料一应俱全，让人倍感新鲜。

三合古树名木群坐落在有着800
多年历史的古村三合村的西南方，占
地面积1.6公顷，有侧柏、银杏、枫香、
紫弹朴、 飞蛾槭等十余种古树67株，
其中有一株侧柏树龄有700余年，直
径最大120厘米。 今年8月，北湖区林

业局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合作，利用GPS定位，将古树的具体
方位、图片、生长状况等信息存入电
脑并制作二维码，配上有趣的历史故
事、本土传说，并链接到互联网服务
器，每一株古树由此拥有了一张独一
无二的“网络身份证”。

“目前，北湖区一共制作了70株
古树名木的二维码， 投入不过5000

元，拥有12年免费使用权。 二维码资
料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很受年
轻人的喜欢， 他们来了都会‘扫一
扫’， 无形中加强了古树名木保护宣
传。 ”区林业局植保站副站长杨敏说。

与此相呼应， 北湖区进一步加
大对古树的管护力度， 做好经常性
的养护管理。 现在， 来三合村摄影
留念、 观光鉴赏的群众络绎不绝。

湖南日报 9月 1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长沙市今天
召开扬尘污染整治“百日行
动”总结暨推进最严渣土管
理执法工作会议。 记者从会
议上了解到，即日起，长沙启
动“十严”渣土整治行动，对
渣土车违规行为一律从重
处罚。

从即日起至年底， 长沙
城管部门将在全市开展“十
严”渣土整治行动，整治范围
包括：无证施工、渣土工地违
法、渣土运输车辆违法等。 对
渣土运输车辆未洗车出场或
出场清洗不彻底造成工地出
入口污染的， 对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一律从重处罚；对渣土
运输车辆闯红灯、超速或发生
重大交通责任事故的，在交警
部门依法处理的前提下，单车
累计2次即给予严重警告，停
办一周处置核准业务；累计发
生4次， 停办一月处置核准业
务； 累计发生5次以上， 列入
“黑名单”， 停办3个月处置核
准业务；对砂石运输车辆堆装
超过车厢板或没有密闭覆盖，
导致砂石撒漏、污水滴漏污染
路面的，一律查扣车辆，从重
处罚；严查渣土管理人员工作
中的不作为、 乱作为和“索、
拿、卡、要”等现象，并对其实
行“零容忍”。

国土资源厅力挺精准扶贫战略

耕保项目资金
向扶贫开发重点县倾斜

9月21日至10月7日期间

微信购机票 最高2.5折

10大举措助湘企“走出去”

长沙出台最严渣土车整治令
闯两次红灯停办一周业务

“扫一扫”二维码 古树身世全知道

9月14日，建设者在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高架生态动物园站架设输电线路。目前，长株
潭城际铁路43.5公里的长沙段8个地下车站主体结构基本完成，地面和高架站进入站房施
工阶段，年内将可以启动铺轨。 计划长沙火车站以南路段2016年底前建成通车，届时长株
潭3市间将形成“人”字形快速、便捷的半小时交通圈。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重点是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 钢铁等优势产能和富余产能
●力争通过3年左右， 全省工业年出口额达到500亿美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