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赵冠豪

眼下， 正是双峰县锁石镇芙蓉村上尧翠荷基地千亩
荷花连片怒放时节。 红的、粉的、白的，远远望去，像一只
只彩蝶漂浮在片片莲叶上，连绵到大山脚下。 清晨，村民
还自己搭台子进行文艺表演， 鲜艳的荷花和丰富的文艺
节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千亩荷花基地的打造，不
仅给偏远山村的村民带来了新理念， 更给他们带来了发
家致富的希望。如今，村里32户贫困户都有信心在今年脱
贫。

“自从建了这个荷花基地后，土地流转费用、股份分
红、基地上打工，让我们家的收入一下子多了起来，甩掉
贫困户的帽子指日可待。 ”从广西嫁到芙蓉村的李小娥，
由于丈夫生病、孩子上学，经常是入不敷出，属于该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自从荷花基地建起来后，她仅在基地上打
工这一项，仅两个月就有了6000多元的进账。 日子有了
盼头，李小娥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今年回乡创业的基地负责人王依份告诉记者， 目前
基地共有107户贫困户入了股，除了土地流转金、入股分
红，贫困户还可以通过务工获得报酬。 今年投产时，由于
有些田地杂草多，光是除草这一项，发给贫困户的工资就
达20多万元，如果算上后期种植、收割、加工，用工费用预
计将达到100万元。

千亩荷花基地的打造是锁石镇旅游与脱贫攻坚相融
合的一个范本。 近年来，该镇树立“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
融合”的发展理念，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积
极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因地制宜建设了万亩油
菜基地、百亩菊花园、千亩油葵园和千亩荷花基地，形成
了“春油夏荷葵秋菊”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品牌。 2016年该
镇累计接待游客达10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00余万
元。 今年预计旅游收入将达到1700万元，全镇预计366户
1288人可脱贫。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省工商局召开全省工商和市场监
管工作座谈会， 部署下阶段商事制度改
革工作。 目前我省商事制度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今年将在企业名称登记、市场
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等方面进
一步推行便利措施，放宽准入条件。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解除了捆绑投资

创业的绳索，点燃了全民创业的激情。 目
前，“多证合一”已在长沙、岳阳、常德3市
试点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
记正顺利推进，简易注销已全面实行。

“成绩显而易见，但改革远未完成。 ”
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说， 我省商事制度
改革正进入深水区，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
达到便利要求，还可以“放得更宽”。

今年，我省将大力推进“多证合一”
改革，放开企业名称登记，在试点推行的
基础上， 于10月1日前在全省全面实行
“多证合一”。 建立企业名称查询比对系
统，解决企业核名难问题。 进一步放宽市
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发挥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优势，尽快开通
涵盖所有业务、 适用所有企业类型的无

纸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系统， 在10月底
前实现全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签发、管
理和应用系统， 确保9月底前各级工商部门
都具备电子营业执照发放能力，逐步实现电
子营业执照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互通互
认互用。 力争让企业在最近的地方，一次性
办好所有事项，不让企业多跑路。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记者从省工商局召开的全省工商
和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获悉， 商事制度
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 市场活力被全面
激发， 上半年， 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

体31.77万户， 新增注册资本6149.6亿
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2.90%和
26.22%。

截至6月底， 全省累计发放企业
“一照一码” 营业执照57.1万份、 个体工

商户“两证整合” 执照44.4万份； 全省
网络市场主体达到67.88万户； 全省市
场主体总数突破300万户， 注册资本金
总额突破50000亿元。

在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的同时， 大力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上半年，全省工商系
统依法依规将2140家企业列入异常名
录，将15410家企业移出异常名录；吊销
1921家“僵尸” 企业的营业执照， 注销
1476家“僵尸”企业的证照。

我省商事制度改革进入“深水区”

10月1日前全面实行“多证合一”

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全面激发

上半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1万多户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王茜 实
习记者 夏叶）今天，记者从长沙高新区
创业服务中心获悉， 今年上半年服务中
心在孵企业总收入34亿元，预计税收可
达3.5亿元;每年新进企业600余家，平均
每天新增1至2家。

湖南万为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是创业服务中心培育的一家高科技企
业，“小安” 是其研发的国内首款智能安

保机器人。预计在未来3到5年内，万为公
司可实现5亿至12亿元的总产值， 提供
近500个就业岗位。

目前， 该中心拥有10个孵化基地，
孵化面积18万余平方米，在孵企业1900
余家。 累计孵化购地、购房企业达55家，
新进规模工业企业21家， 挂牌上市企业
22家，其中1家在创业板上市，21家在新
三板挂牌。

近年来， 服务中心不断完善代办、科
技、法律、财税、场地租赁五大基础服务，以
及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培训等五
大专业服务，搭建微软云暨移动应用孵化
平台、百度（长沙）创新中心、中关村湘军创
业园、 中科院湖南创新创业基地等4家专
业孵化平台，打造了一个从企业萌芽期、初
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链条式创新创
业生态圈，让创业团队“拎包入住”。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吉平 金慧莉） 喷雾浇水、 剪
藤采摘、 打包装车， 7月31日， 岳阳市
君山区钱粮湖镇高桥村村民代永富在
自家的4亩西瓜田里忙得不亦乐乎。
“多亏了专家的指导培训， 咱种的瓜品
相好、 甜度高， 特别受欢迎， 今年已
卖了3万多元呢！”

家住高桥村的代永富， 一家3口靠
种4亩水稻生活， 妻子身患小儿麻痹
症， 人均收入不超过2600元， 是典型
的贫困户。 驻村的扶贫干部帮他“量
身定做” 了“西瓜种植+政府贴息小
额贷款” 的脱贫模式， 农业专家上门
手把手地教他西瓜种植技术， 还到地
里现场示范。 代永富熟练地掌握了技
术， 第一年就增收近2万元。

在君山区，像代永富这样接受技能
培训的贫困户不在少数。君山区以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主要对象，以家政、电商、
种植、养殖等为培训内容，组织开展一
系列技能培训，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的目标。 为了
让技能培训真正惠及贫困户，该区采取
“一对一”的方式，确保贫困户能够拥有
一份致富技能。

培训一人， 致富一家。 近年来，
该区安排319万元的专项资金， 培训
贫困户人数达3530人， 其中有1720余
人通过培训掌握致富技能或实现就业，
共带动贫困户增收超过2000万元。

1200名乘客滞留会同
当地政府紧急组织转运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肖军
雷鸿涛） 8月2日早上， 因渝怀铁路线
路故障， 导致K586(深圳西至成都)列
车在会同站停靠， 车上近1200名乘客
在会同站下车滞留。

获悉情况后， 怀化市委主要领导
当即指示会同县委、 县政府妥善处理。
会同县组织有关部门向乘客免费赠送
食物， 并调度十余台大巴车， 分数批
将乘客转运至重庆、 四川遂宁、 成都
等目的地。

至当天16时30分， 所有乘客均已
成功转运。

长沙高新区日均新增1至2家企业

君山区技能培训
让贫困户增收2000万元

培训一人
致富全家

上半年葡萄酒
进口量价齐增
湖南销售葡萄酒七成来自海外，欧洲
葡萄酒最受青睐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湖南人对洋葡
萄酒的消费热情居高不下。 日前， 长沙海关官网发布数
据： 上半年， 全省进口葡萄酒63.3万升， 同比增长一成；
进口额1473.8万元，同比增长两成，进口均价达到23.28元/升，
同比上涨9.2%。

数据显示， 欧洲葡萄酒最受湖南消费者青睐。 上半
年， 我省葡萄酒进口量前三位的国家是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共计进口49.1万升， 占全省进口总量77.7%。
此外， 中澳自贸协议生效至今， 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起
泡酒、 小包装葡萄酒、 散装葡萄酒的关税已大幅下降，
受关税政策刺激， 上半年全省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同比
增长8.6%。 同期， 自智利、 美国、 阿根廷等传统葡萄酒
进口国的进口量明显下降。

“拉动葡萄酒进口主要依靠龙头企业。” 长沙海关
表示， 上半年长沙市进口葡萄酒32.5万升， 进口量全省
第一， 主要进口企业为湖南西班酒业有限公司； 岳阳、
益阳、 湘潭也因各有一家主要进口企业， 葡萄酒进口量
迅猛增长， 分列全省2至4名。

据长沙海关市场调查统计， 目前， 我省各类酒水市
场、 商超等市面上销售的葡萄酒70%为进口商品， 高端
葡萄酒更是几乎全部为进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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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7月25日，烈日如火，双峰县种粮大
户、 四丰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王豪前正
在组织抢收早稻。皮肤被晒得黝黑，汗水
湿透了衣衫，他也全然不在意，只是希望
公司的4000多亩早稻能早点收割完毕，
颗粒归仓。

王豪前其实并不是农民，早在2001
年以前， 他一直在双峰县磷肥厂工作，
2001年以后，工厂倒闭，他成了下岗工
人。为了谋生，他重新创业，卖过肥料，当
过茶吧老板，经营过农资商店。 2010年，
他偶然听到一位来店里买农资的顾客抱
怨：“现在农村土地抛荒得太严重了，真
是可惜啊。 ”王豪前自己虽然不是农民，
但是他的父母、亲戚可都是农民，他对农
村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我要当农民，
把这些抛荒了的土地承包起来。”一个念
头在王豪前心中升腾。

“好好的农资生意不做，要去日晒雨

淋？”“你又不懂种田技术，怎么种得好？”
当王豪前跟家人说出心中的想法时，家
里人都反对。

就算这样，王豪前依旧看好种田的前
景。 在经过资金筹备、技术学习后，2014
年，王豪前流转了双峰县梓门桥镇八仙村
抛荒了的几十亩土地， 种上了双季稻，当
年就有了利润。 2015年，他又流转了走马
街、印塘2个乡镇的1000多亩土地。

流转土地时，不少农户只愿意流转抛
荒了的、没有机耕道的、淤泥深的土地，可
王豪前却不在意，照单全收，“只是种田成
本高一点，赚得少一点，没有关系。 ”

正是王豪前的不计较， 短短几年时
间，他流转的土地就达到了4259.8亩，不
少农户指名要把土地流转给王豪前。

“一开始，我只把一些比较差的土地
流转给了他，可是他也不嫌弃，每年都提
前把土地租金给了我们， 从没有拖欠
过。 ” 印塘乡吴湾村村民龙朝辉告诉记
者， 现在他们全村的土地基本上都流转

给了王豪前的公司。
“王老板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在走马

街镇的连片早稻基地上，60多岁的彭定
根抹了一把汗，坐在田埂上和记者拉起了
家常。 彭定根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家
里唯一的劳动力。3年前，王豪前请了他来
公司工作，做一些田里除草、治虫的事情。
虽然不轻松， 但是他每个月有4000多元
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不止是彭定根，目前，在王豪前公司
上班的临时工和固定工达120多人，其中
固定工每个月至少可以拿到3500元。 他
们不仅能就近就业， 还能学到不少新技
术。

而王豪前也在种田的道路上越走越
好，不仅成立了四丰农业科技公司，还拥
有20多台大型农耕机，牵头组建了3家农
机专业合作社， 他创办的企业成了当地
第一家包括土地耕整、播种、插田、治虫、
收割及晒谷等全程机械化的农业龙头企
业。

猫儿坡：
贫困村变身美丽乡村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石绍辉

7月22日上午，时隔两年，记者再次来到花垣县石栏
镇的苗族聚居村———猫儿坡村。刚到村口，只见一条6米
来宽的进村公路上，运货车辆来回穿梭，公路两旁成排的
紫薇花争奇斗艳，微风吹过，一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
而来；走进村中，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村部办公楼，楼前的
太阳能灯光球场上，几个中学生正进行三对三篮球比赛。

两年弹指一挥间，猫儿坡村变了，似天翻地覆，曾经
的贫困村，正在向美丽乡村“蜕变”。

2015年底，猫儿坡村成了花垣县纪委、县监察局对口
帮扶的贫困村，当年村里人均纯收入仅1600元，扶贫任务
艰巨。

2016年1月，县监察局副局长吴才和3位年轻干部，背
上棉被，带上锅碗瓢盆，带着组织的嘱托，住进了猫儿坡
村。

扶贫工作队多方申报、筹资967万元，为猫儿坡村修
成了4口水井、4个凉亭，拓宽了2.8公里的进村公路，硬化
了7.2公里的环村入户公路，修缮了10多公里的水渠，建成
了380多平方米的村部办公楼，一项项基础设施完善了。

栽下梧桐树， 引来凤凰栖。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 扶贫工作队还积极招商引资， 集饮食、 旅游观光
于一体的富和旅游观光公司进村了； 流转土地1200亩的
五龙红茶公司进村了； 流转土地1000多亩的百合种植公
司也进村了。 一个个富有潜力的公司， 相继在猫儿坡村
落了户。

村党支部书记石国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由于土地
流转， 村民一年可以收取50多万元的租金， 还能腾出手
来就近务工。 经统计， 3个大公司每年可以吸收10800个
人工， 一个人工按75元/天计算， 留守村民在家门口打
工一年可增收80多万元， 且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

猫儿坡村不仅引来公司入驻， 还吸引不少农民兄弟
回乡创业，6户村民合资40万元办起了兔子养殖合作社，
30户人家种植烟叶350亩……2016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
到3000余元。

因为工作队积极申报， 今年猫儿坡村又被县里纳入
美丽乡村建设计划，工程刚刚启动。为了建得更漂亮，工
作队员以村为家，更忙了。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创业记 田里“种”出好前景

荷花胜景拔穷根

麻阳
黄桃熟了

8月2日， 麻阳苗族自
治县岩门镇黄双冲村， 果
农正在采摘黄桃。 目前，
麻阳全县黄桃种植面积达
3万余亩， 优质果率达
80%， 当地政府鼓励果农
积极利用电商微商开放平
台，大力构建基地+实体店
+微店+社区配送等产销一
体化模式，拓展黄桃销路。

滕树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