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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尹志伟 郑国荣）继5月1日营改增
试点全面推开后，资源税改革也从7月1日
起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进。6月28日， 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式批复我省报请核准
的矿产资源品目资源税适用税率，我省资
源税改革将从7月1日起如期全面实施。

资源税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由从量定
额计征改为从价定率计征。 具体包括：对

金属矿和绝大多数非金属矿实行从价定
率计征，全面清理收费基金，合理确定税
率水平，逐步扩大征收范围，适度下放税
政管理权限。

国家规定了各资源品目1%至12%不
等的税率幅度，由各省按照改革前后资源
税费平移原则，兼顾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和承受能力，以2012年-2015年全省各资
源品目销售数量、销售收入、实缴资源税

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等为基础数据，科学测
算、 合理确定资源税计税依据和税率水
平。省财政厅联合省地税局，通过多种形
式调查、测算，形成了我省资源税改革方
案，经报省政府同意，并得到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核准批复。

根据《湖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金
属矿的适用税率为1%－11%不等， 其中：
锑矿适用税率为1%，征税对象为精矿。非

金属矿中，除粘土、砂石、矿泉水、地热水
仍按从量定额计征（每立方米1－1.5元资
源税）外，石墨、高岭土、石灰石、大理岩等
均改为从价定率计征，如：石灰石的适用
税率为6%，征税对象为原矿。

我省资源税收入体量不大，每年约10
亿元，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不到1%。据
省财政厅测算， 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后，
矿产企业总体税费负担不会有大的波动。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周帙恒）
2016年， 湖南省计划完成压减炼钢产能
50万吨。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湖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
发展的实施方案》中了解到，华菱集团总
计计划退出炼铁产能220万吨， 炼钢产能
390万吨。

根据《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得

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的钢
铁项目；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钢铁产能要依
法依规退出、坚决关停；鼓励企业通过主
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国际产能合
作等途径，退出部分钢铁产能。

为了推动《方案》的实施，相关部门将
提供奖补、税费和金融支持。在安置职工
方面，我省将对钢铁企业分流员工产生的

社会保险费、内部退养费、经济补偿金等，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支持，积
极研究省内配套政策。同时做好再就业帮
扶，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公益性岗
位开发予以托底帮扶。对符合条件的失业
人员按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符合救助条
件的应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另外，《方案》提出钢铁产能退出后的

划拨用地，可以依法转让或由地方政府收
回，地方政府收回原划拨土地使用权后的
土地出让收入，可按规定通过预算安排支
付产能退出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钢铁产能
退出后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城乡规划的前
提下，可用于转产发展第三产业，地方政
府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可按规定通过预
算安排用于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曾秋甫 ）7月1日，《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正
式颁布实施， 湖南非遗保护工作步入
法治引领的新时代。

《实施办法》规定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 保存应当注重其真实性、
整体性和传承性， 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 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方
针。 明确了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以
及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的权
利和义务，对非遗资源丰富的少数民
族地区、 边远贫困地区给予资金、人
才方面的扶持等条款，为湖南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事业提供切实有力的法
制保障。

建立了代表性项目、 项目保护单
位和传承人的退出机制。《实施办法》
的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分别
规定了项目、 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的退
出机制，促使他们从“重申报”向“重保
护”转变，推动我省非遗保护工作向纵
深发展。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法律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
他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
并造成严重后果、 不依法制定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规划或者不对保

护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并造成严
重后果等情形， 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湖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截
至2015年底， 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选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118个、代表性传承人76位、文化生
态保护区1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202个、代表性传承人247位，及
一批市级、 县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
承人，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
名录保护体系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
制。

湖南湘商文化
研究会成立
郑佳明当选为会长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秦慧英 实习生
周亦琪）今天，中华区域商群文化比较峰会暨湖南
湘商文化研究会成立仪式在长沙举行。 湖湘文化
名家、 湖南商学院湘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郑佳明
当选为首任会长。来自政府、企业、学界、媒体的精
英，就湘商发展、湘商文化等展开了热烈探讨。

据悉，湖南湘商文化研究会宗旨为总结、弘
扬、创新湘商文化，服务、凝聚、发展湘商团体，
将致力于搭建科研平台开展湘商创作与研究、
搭建服务平台服务湘商及湘商企业、 搭建宣传
平台传承湘商文化、 搭建沟通平台建立联系纽
带，促进湘商进一步发展。

峰会从传承、融合、突破三个方面对湘商文化
进行了探讨。郑佳明认为，诚，是湘商传承的根本。
湘商要在诚的基础上，拿出南蛮子的蛮劲，在方法
论上讲究务实致用，有了这三个法宝，将创造湘商
的辉煌。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岳麓书院国学研究
院院长朱汉民认为，湘商文化的崛起，要建立在文
化自觉的基础之上，不能忘记湖湘文化的根与魂；
湖南省总商会副会长、 省不动产商会会长喻春光
则表示，湘商将成为中国商群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打造精与美上绽放光彩。

高温天就躲在雨帘后

下周将“热出新高度”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201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雨水暂停，高
温反扑。2016年的下半年将在新一轮强降雨中
拉开序幕，从今晚开始到7月4日，湖南又将迎来
新一轮强降水，其中湘西北、湘北局部大暴雨，7
月4日后将出现一段时间的晴热高温天气。

自6月27日开始的强降水过程昨天已接近
尾声，今天的长沙天气闷热，感觉很不清爽。省
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湘西北、湘北为雨水相对
集中期，预计6月30日晚至7月4日白天，湘西、湘
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大到暴雨，其中湘
西北、湘北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降雨最强时段为7月1日至3日白天。

不过，高温天毫无疑问就躲在雨帘后伺机而动，
7月4日（下周一）后，湖南的夏天将“热出新高度”。

今起全面实施资源税改革
由从量定额计征改为从价定率计征

年内压减炼钢产能50万吨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方案》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李伟
锋）今天上午，位于湘乡市山枣镇窑冲村
的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
线路工程湘2标段施工现场，湖南省电网
工程公司施工人员加紧对输电导线进行
检查、紧固、调试，为即将进行的导线展
放做最后准备。

“我们电网工程公司负责的169千米
线路上， 现在有52个施工点、800多人同
步作业。” 现场施工负责人张煌炉介绍，
为确保线路在今年11月前具备竣工验收
条件，公司不断优化施工流程，采取多点
作业、联合作业等方式，在确保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加快施工。

据省电力公司介绍， 酒泉-湖南±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是首条
专门为湖南供电的特高压线路，途经甘
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5省（市），全
长2383公里。其中，湖南境内线路长345
千米，已全面进入架线阶段；甘肃、陕西、重
庆、湖北等省市的工程进展正常。预计全线
将于201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湖南
输送400亿千瓦时电量。

湖南省非遗地方性法规今起施行
保护不力将追究法律责任

首条入湘特高压湖南段全面架线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萍）
省农委今天出台的《关于推进“三品一标”持续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提出，未来5年，湖南将加快培
育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
品，重点发展10大类绿色食品产业，推进农产品供给侧
改革。

《意见》提出，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推进，使“三品一
标” 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获证产品数量年增幅保持在
6%以上，全省有效认证总数达到3500个以上；创建1000
个“三品一标”产品生产基地，重点建设100个绿色（有
机）食品示范基地，发展50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获证
产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率先实现“三品一标”
产品可追溯。

在“三品一标”中，湖南将着力发展绿色食品，扶持有
机农产品，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意见》明确，未来5年，全
省重点发展蔬菜、水果、植物油、大米、饮品、茶叶、蛋类、
湘莲、特色畜禽、特色水产等10大类绿色食品产业。环境
良好的山丘区则加快发展有机茶叶、有机水果，大中型水
库库区和湖岔河坝大水面发展有机水产品。

目前，湖南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总数已突破
1000个，但实物总量并不大，农产品“优的不多，多的不
优”。未来5年，湖南将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龙头企业
为依托，扩建基地、推行标准、打响品牌，让绿色、有机农
产品多起来，确保市民百姓“看得见，买得到”。

推进农产品供给侧改革
湖南发展
十大类绿色食品

� � � � 6月30日，湖南省电网工程公司的施工人员，在位于湘乡市山枣镇的±800
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施工现场架设电线。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 � � � 湖南日报6月30日讯 （记者 田甜） 近日， 记者从省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 浏阳论坛、 名人网、 汽车知识
网3家网站分别被长沙、 株洲、 永州网信部门依法约谈。

据介绍， 省网信办举报部门积极受理网络违法和不
良信息举报， 有效服务网络空间治理。 根据网络举报线
索受理情况， 浏阳论坛、 名人网、 汽车知识网3家网站
受到多名网民举报， 违法和不良信息问题突出。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 省网信办要求长沙、 株洲、 永州网信部门
分别依法约谈该3家网站， 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经约谈， 该3家网站负责人均表示， 将高度重视存
在的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 加强审核把关， 强化日常监管， 严格依法运营，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省网信办负责人表示， 网站要做依法办网的践行
者， 在从事网络信息服务的同时， 必须对所提供的信息
内容质量负责。 欢迎社会各界、 广大网民依法据实举
报， 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举报网站： http://wfblxx.
rednet.cn， 举报电话 ： 0731-82688060， 举报邮箱 ：
hunanfuwu168@163.com， 移动端举报： 微信关注“湖
南微政务” 或“网信湖南” 进入“网络举报” )。

我省网信部门
依法约谈3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