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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世界烟花看中国，中国烟花看湖南。
湖南烟花举世闻名，在浏阳、醴陵等

主产区，烟花爆竹一直都是“富民产业”。
去年， 全国烟花爆竹生产总值620余亿
元，我省烟花爆竹生产总值达345亿元，
生产总值和出口额在全国占比均超过
50%。

但“漂亮的市场”之下，安全、环保和
无序竞争等问题， 也一直是我省烟花爆
竹行业的“心病”。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程中，我省决定，从去年开始，用两年
时间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压减至1000
家左右。

企业数量大幅减少，安全、环保要求
越来越严， 湖南烟花的路会怎么走？7月
下旬，记者在浏阳、醴陵等烟花爆竹主产
区采访发现，一批“散、小、差”企业关闭
退出后，市场乱价、无序竞争逐渐消失；
产业转型升级，向主产区集中、向品牌化
发展。

湖南烟花，正走着强身健体之路，未
来将更精彩地在全球绽放。

关闭退出， 已淘汰 “散、
小、差”企业近千家

自唐朝李畋在浏阳用火药做成了花
炮后，烟花爆竹产业便在我省长盛不衰，
并发展成为大产业。目前，产品出口到美
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湖南烟花名声在外，看起来精彩，
但问题也多。”湖南省安监局副巡视员龚
伟兵说，在去年启动关闭退出政策之前，
全省有大大小小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2232家，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环保
问题也未得到彻底解决， 产业发展停滞
不前。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我省于去
年启动烟花爆竹淘汰不安全落后产能工
作，决定关闭退出一批产能低、安全生产
条件不达标、无整改和扩建条件的“散、
小、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截至今年6月底，湘潭、衡阳、邵阳、
张家界、怀化、益阳、岳阳7市已整体退出
烟花爆竹生产， 自愿签订退出协议企业
861家、生产工区92个，省级财政已拨付
奖补资金2.5亿余元。目前，全省共有生
产企业1308家，全省有烟花爆竹生产企
业的县市区由2014年底的76个减少至
21个，分布在长沙、株洲、常德、郴州、永
州、娄底、自治州7个市州。

今年4月， 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
议专题研究烟花爆竹淘汰不安全落后产
能工作， 要求进一步加大关闭退出工作
力度， 到今年底， 将全省烟花爆竹产区
控制在长沙、 株洲、 常德、 郴州等5个
市州、 8个县， 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压
减至1000家左右。 未来， 烟花爆竹产
业进一步向浏阳、 醴陵等重点县市集
中， 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数控制到
500家。

产业升级 ，“湖南烟花 ”
演绎新精彩

一批“散、小、差”企业关闭退出后，
保存下来的烟花爆竹企业迎来了发展机
遇。

7月27日，炎炎烈日下，浏阳市棠花
出口花炮厂董事长邱顺明在厂区里来回
奔走， 查看环保实验室， 准备接手新厂
区。

棠花出口花炮厂以生产销售表演烟
花为主， 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年产值在
5000万元到6000万元之间，不在关闭退
出之列。

“小企业不退出，烟花爆竹行业就进
入了死胡同。”邱顺明说，关闭退出前，小
企业人为压价、违规生产、旺季抢工人等
情况经常发生， 一些环保要求不达标的
产品混入市场，扰乱了市场秩序，致使产
业发展停滞不前。

出口的烟花产品， 环保检测极为严
格。去年，烟花爆竹淘汰不安全落后产能
工作启动后，邱顺明看到了发展契机，建
立环保实验室， 提升公司产品的环保等
级，今年又扩建了新厂区。未来，邱顺明
准备“双线发展”，国外继续开疆拓土，国
内挖掘旅游表演烟花市场。

除了环保， 安全生产也是烟花爆竹
行业的一个“心病”。目前，机械自动化生
产、人机分离是治好这一“心病”的良药，
也是国家一直在大力推进的工作。

中洲烟花集团醴陵市金利来出口礼
花弹厂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大事：自主研
发烟花爆竹自动化生产线，今年该自动化
生产线已通过安全论证和试生产，正式推
广应用。

“我省已有37家企业自主研发的20
种涉药机械设备（材料）成功应用或试用

于烟花爆竹生产， 在烟花爆竹关键涉药
生产环节基本实现了‘人机分离、人药分
离’。” 省安监局烟花处副处长凡美莲告
诉记者，近两年，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
全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产业升级中， 政府主管部门开始引
导烟花爆竹企业向主产区集中、 走品牌
和特色化发展道路。

澄潭江镇是浏阳市烟花爆竹的主产
区之一， 以生产玩具烟花为主。“转型升
级中， 我们将引导保留下来的企业做大
做强玩具烟花。”该镇党委书记陈训武表
示， 以后玩具烟花将成为澄潭江镇烟花
爆竹的品牌产品。

根据全省烟花爆竹淘汰不安全落后
产能工作部署，未来，全省烟花爆竹将向
主产区集中，以产区为单位，实现特色和
差异化发展，力争做到一镇一特色，一区
一品牌。

企业自发升级，建立环保实验室，研
发机械化生产线；政府积极引导，走品牌
和特色化发展道路；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产值不降反升，“湖南烟花” 正在绽放新
的精彩。

作为主产区， 浏阳市是全省烟花爆
竹生产情况的晴雨表。 今年1—6月，浏
阳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114.7亿
元，同比增长2.8%；其中出口销售额14.1
亿元，同比增长16.5%。

已关闭退出企业 ，迈向
转型之路

保留下来的烟花爆竹企业正在发展
壮大，关闭退出的企业又该何去何从？

据全省烟花爆竹淘汰不安全落后产
能工作部署， 关闭退出企业不符合转型
条件的，就地捣毁直接关闭，根据实际情
况由财政给予补贴； 符合转型条件的由

政府引导积极转型。
虽然关闭退出的时间不长， 但成功

转型的例子比比皆是。
浏阳市鸿福烟花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的前身是浏阳市鸿福烟花厂。 鸿福烟花
厂年产值1000万元左右，不具备整改扩
建条件，年初被列为关闭退出企业，得到
消息，老板黄佑昌反而十分高兴。

“产值不大，担惊受怕。”黄佑昌说，鸿
福烟花厂用地年限未到，兴建厂房投资不
小，只得硬着头皮生产，但整天担惊受怕，
一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将血本无归。

被列为关闭退出企业后， 黄佑昌决定
将原厂房改建成标准化的烟花仓储服务公
司。现在20栋仓储库房已经建成，下半年就
可投入运营，已与3家烟花爆竹企业签订了
租用协议，年营收可达3000万元左右。

“没有安全生产的担忧，睡觉都踏实
多了。”黄佑昌对企业转型十分满意。

像鸿福烟花厂这样转型成烟花爆竹
行业上、下游的企业不在少数，也有很多
企业完全脱离了烟花爆竹行业。

醴陵时代鑫湘科技公司， 是一家从
事高分子材料产品生产的高科技企业，
在2016年年初，还是一家生产工艺相对
落后的传统烟花爆竹企业， 年产值不到
700万元。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企业从
烟花爆竹行业退出，投身到新材料行业。
目前，企业生产的绝缘子产品，受到市场
青睐，预计年产值将突破3000万元。

烟花爆竹企业要成功转型，离不开政府
部门的积极引导。浏阳市澄潭江镇将全镇关
闭退出企业情况，统一做成招商手册，由政
府牵头，帮企业招商，吸引邻近的食品、科技
企业纷纷前来对接，洽谈合作意向。

“关闭退出工作难度很大，但进展顺
利。” 省安监局副巡视员龚伟兵表示，烟
花爆竹淘汰不安全落后产能， 肯定会有
阵痛的过程，阵痛过后就会迎来新生。

全国烟花爆竹生产，
湖南占了“半壁江山”

在全国烟花爆竹行业， 湖南烟花一直是主
角。 2016年全国烟花爆竹生产总值620余亿元，
出口50亿元， 其中湖南省烟花爆竹生产总值345
亿元， 出口32亿元， 占了“半壁江山”。

截至2016年底， 全国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保留
有2974家， 分布在河北、 浙江、 江西、 河南、 湖
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
西、 甘肃等13个省区。

奉永成

浏阳市鸿福烟花厂被关闭退
出，老板黄佑昌却打心眼里高兴。

该厂生产条件一般，产值不高，自
动放弃，肯定亏本；硬着头皮生产，利
润不大，还要担惊受怕。淘汰不安全落
后烟花爆竹产能政策， 促使黄佑昌下
定决心，积极转型。 有了新产业，睡上
了安稳觉，黄佑昌笑逐颜开。

采访中， 多数被列为关闭退出
的企业老板跟黄佑昌一样， 积极配
合，成功转型。

同样高兴的还有保留下来的企
业。

不安全落后产能退出了， 先进
产能发展空间才会更大， 保留下来
的企业正好借此机会提升产品环保
等级，研发安全生产工艺；走品牌和
特色化发展道路，抱团闯市场，市场
竞争力将会越来越强。

政府监管部门也高兴。
不安全落后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

产条件难以达标，像一个个火药桶，随
时都可能被点燃爆炸， 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监管压力巨大；关闭退出后，推

行新的生产方式，实现“人机分离、人
药分离”，安全生产事故将大幅减少。

社会效应同样明显。 产品安全、
环保了，消费者才用得放心；安全生
产事故减少了， 才能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烟花爆竹行业淘汰不安全落后
产能，从表面上看，对个别企业而言
是做了 “减法 ”，但对提升产业竞争
力，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 促使产业发展方式的根本
性转变 ，都是做 “加法 ”甚至是 “乘
法”，其背后的多赢效应显而易见。

■记者手记

企业大幅减少，市场乱价、无序竞争逐渐消失；
产业转型升级，向主产区集中、向品牌化发展———

湖南烟花，期待更美丽的绽放

“减法”背后的多赢效应

国务院6项减税政策
惠及三湘
6.7万户企业受益， 预计今年减税
14.11亿元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罗舜爱） 今
天， 记者从省国税局获悉， 省国税局积极采取多项措施， 有
效保障国务院6项减税政策在湖南落地。 据初步测算， 我省
将有6.7万户企业受益， 预计今年减税14.11亿元。

7月1日起， 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三档， 将原适用13%
增值税税率的农产品、 自来水、 石油液化气、 天然气、 图
书、 音像制品等“下移” 到11%税率这一档中。 省国税局主
动开展政策宣传辅导， 帮助纳税人准确理解， 做到税收优惠
政策应知尽知、 应享尽享。 初步统计显示， 增值税税率简并
将是此次减税措施中减税规模最大的一项， 这一新政策将惠
及全省超过1万家企业， 预计今年全省减税规模将超过10亿
元。

此外， 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加大， 最高减税额度提升
到了50万元， 将会使5.6万户小微企业获益， 初步测算今年
可减免税额2.81亿元。

当前， 湖南有1000余家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 新工艺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他们能够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
比例提高。 为了让这些企业更便捷、 更充分地享受减税红
利， 省国税局运用电视、 报刊、 网站等多种形式， 进行国务
院“减税大礼包” 政策宣传。 据测算， 这些企业今年累计可
减免税额1.3亿元。

“我们将持续开展6项减税政策的内容解读和办税辅导，
按季开展专项督导、 执法督察， 对相关情况跟踪问效、 监督
问责， 确保减税优惠落实到位。” 省国税局党组书记、 局长
刘明权表示。

省国土资源厅就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启动整改

全面叫停自然保护区
探矿采矿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小云 胡
金勇） 今天， 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党组会， 专题研究中央第六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

今年4月24日至5月24日，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我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并形成督察意见。 经党中央、 国务
院批准， 督察组于7月31日向省委、 省政府进行反馈。

省国土资源厅表示，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坚决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成立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由厅长方先知
担任组长。 立行立改， 要求全省自然保护区内的各类探矿
权、 采矿权全部停止探矿、 采矿等行为， 暂停为其办理延
续与变更工作； 全省范围内暂停新设矿权。 针对反馈意见
指出的2013年以来违规设置的46宗探矿权、 29宗采矿权和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中县市国土资源部门违规延续的11
家企业， 逐个进行清理， 深入调查， 逐一厘清责任， 依法
依规严肃责任追究， 对涉及人员该问责的问责、 该处分的
处分。

台风影响结束
高温今起发展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 台风
带来的清凉即将终结。 省气象台预计， 2日至4日， 省内多
阵雨或雷阵雨， 高温有所发展； 5日至7日， 省内以晴热高
温天气为主。

夏日里的清凉很多时候都得益于海面上的台风， 两个
台风接连登陆福建， 受到双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湖南上
空也生成了对流云团， 气温在两天里一降再降。 今天午后，
湘东一带成了雨水的地盘， 在雨水的打压下， 天气也明显
变得清凉了起来。 不过， 没有雨水打扰的湘西、 湘东南，
依旧是高温的天下。

今天下午，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24小时
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家界、 常德、 怀化、 邵阳、
娄底、 衡阳、 永州、 郴州及益阳西部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
高温， 其中自治州、 张家界及怀化北部局部地区将达37摄
氏度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高温将有所发展， 持续性高温天
气卷土重来， 防暑降温工作不能停。

� � � � 8月1日晚，市民在湘江长沙杜甫江阁段沿岸观看橘子洲焰火。当晚，为献礼八一建军节，一场主题为《军魂》的焰火盛宴在橘
子洲上空璀璨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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