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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肖江浩 ）今天，记者从省国税局
获悉，湖南国税5年共受理出口企业申报
88780户次，累计审批出口退（免）税466
亿元。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有色矿业、农
业开发等优势行业成为“湘品出海”的主
力军。

为帮助企业顺利“走出去”，湖南省国
税局建立全省“走出去”企业名册，按户设
立联络员， 定期到企业了解情况并反馈解
决。先后前往中车株机、三一重工、永清环
保等企业走访座谈，召开湘企“走出去”税
收政策宣讲会，集中听取中联重科、华菱钢
铁、湖南建工、隆平高科等60余家“走出
去” 重点企业代表在境外投资经营中遇到
的税收问题及业务需求， 并逐一研究制定
解决措施。

为促进企业发展， 近年来省国税局
出台了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

意见，建立定期走访、定点联络、外部合
作、 争议解决等机制； 组建了税收服务
“一带一路”“走出去” 重点企业专家团
队，从基本办税流程、出口退（免）税、税
收优惠政策和国别投资税收指南等方面，
利用大企业税易通APP，在线为企业提供
精准指导。

助推工程机械企业“走出去”体现得更
为明显。该行业企业在单证齐全、信息核对
无误的情况下，可以先批后审，限时办结退
税，以加快企业资金周转，仅2016年该行
业就办理了出口退税6.1亿元，占到当年出
口退（免）税总量的5.9%。

省国税局局长刘明权表示，服务企业
“走出去” 是国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该局将继续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措施做
细、政策做准，用精心谋划、精准发力来
推动“湘品出海”， 支持外贸经济做大做
强。

�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通讯员 张文博
记者 周月桂）今年以来，长沙海关积极推
动两项加工贸易优惠政策在湖南落地，一
是海关总署同意蓝思科技公司保税进口原
材料钻石研磨垫和磨皮； 二是银精矿加工
过程中产生的铅锭可作为加工成品进行处
置，企业内销时将免于缴纳关税。两项政策
在湖南的落地， 有力推动了省内重点加工
贸易产业的发展，今年1至7月为企业降低
税赋成本2700万元。

钻石研磨垫、 磨皮一直是蓝思科技公
司必不可少的用料。根据加贸政策规定，对
于磨料可以按照消耗性物料予以保税进
口， 对于磨具等消耗性易损件则不能进行
保税进口，应当以一般贸易方式征税进口。
2014年5月， 海关总署审计组在对长沙海
关审计时提出， 蓝思科技公司进口的钻石
研磨垫、磨皮属于磨具，而不是磨料，需补
缴税款，并不再允许企业保税进口。经长沙
海关3年的调研论证，海关总署于今年正式

同意对蓝思科技进口的研磨垫、 磨皮按照
消耗性物料以保税方式进行监管。 蓝思科
技之前需要补缴的近2亿元税款也由此不
需再缴纳。

银精矿加工是我省重点加工贸易产
业。 铅锭是银精矿冶炼加工产生的一项重
要制成品， 属于国家加工贸易禁止出口商
品，需先内销征税后才能申报出口。长沙海
关多次向海关总署汇报沟通， 积极争取政
策，今年3月，海关总署批复，允许海关对制
成品铅锭按照加工贸易出口成品的管理政
策进行监管。 企业在银精矿加工贸易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铅锭内销将无需缴纳3%的
关税。

据统计，今年1至7月，蓝思科技保税进
口的钻石研磨垫、磨皮达1134万美元，新政
落地为企业降低税赋成本近2000万元。1至7
月，我省有6家企业开展银精矿加工贸易，保
税进口银精矿1.2亿美元，同比增长48.8%，新
政为企业降低税赋成本超过700万元。

湖南国税助推“湘品出海”
5年受理出口企业申报88780户次，累计审批

出口退（免）税466亿元

长沙海关力推加工贸易新政落地
前7个月为我省加贸企业降低税赋成本27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施亚运

“老婆，节日快乐，谢谢你这些年的付
出，我爱你……”

8月28日，农历“七夕”，南部战区某信
息通信旅二营四连四级军士长刘永帅一大
清早跑到离哨所10公里的城区， 特地买来
花束送给妻子田冰冰。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
田冰冰既兴奋又感动。 刘永帅所驻守的哨
所地处南岳衡山腹地， 离最近的集镇有10
公里，设施简陋，生活不便。为了让丈夫能
安心工作， 田冰冰在两年前放弃了自己的
幼师事业，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搬到哨所，和
刘永帅开始了夫妻哨的生活。

每天早上7时，是刘永帅开始例行巡线

的时候。算算日子，他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守
护了七百多个日夜。相比当年，沿线的自然
环境早已大变样，而他，像钉子一般，一直钉
在巡线路上。

两年前，驻守哨所的士官服役期满，本
是汽车兵的刘永帅， 主动提出申请驻守哨
所，他说，哨所是重要岗位，也是战斗岗位，
需要人去看守。

这些年， 妻子田冰冰就如同“战友”一
般，一直守候在刘永帅身边，如同刘永帅守
护在巡线路上一样，不离不弃，相偎相依。田
冰冰说，最初由于南北天气差异，不是很习
惯，慢慢的，也就适应了。

孩子慢慢长大， 考虑到哨所教育环境
不太好，同时也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丈夫，田
冰冰还打算自己在家教孩子学习。

军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既是“半
边天”， 同时也是稳固军人后方的“守护
神”。

妻子的牺牲奉献和忍耐守候让刘永帅
感念颇深。 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好好表达爱
意的他，决定利用这个“七夕”的机会，给妻
子一个惊喜。

田冰冰说， 从嫁给刘永帅的那天起，自
己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有丈夫的陪
伴和关心，再大的困难，再多的苦，她也不
怕。一家人，只要在一起，日子怎么过都是
甜。

田冰冰正是认定了刘永帅是一个有担
当、有责任心的男人，正是感受到了刘永帅
对自己深沉的爱， 才能够勇敢面对一切。军
人不易，军嫂更不易。

数万游客共度浪漫“七夕”

南岳第三届
星空节举行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8月27日
至28日，中国南岳第三届星空节举
行， 引来3万余名游客。28日晚，他
们在“中国南方最佳观星地”南岳
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七夕”。

据了解，这届节会推出了“星
空大对决”巅峰电竞赛、群星演唱
会、“星空耀水濂”土菜美食汇、“星
空婚礼” 山盟之约、“相约星空下”

“七夕”帐篷趴等5大主题活动。
今年来，南岳突出“营销理念

大创新”，强化精准旅游营销，先后
策划举办了“山盟之旅”“我在寿岳
有棵树”“祭茶大典”等活动。并推
出了一批新的旅游精品线路，其中
面向年轻游客的“山盟之旅”与“星
空节”， 正在逐步拓展南岳旅游市
场，改善游客结构，促进旅游转型
升级。

南岳区委书记曾建华介绍，今
年上半年，全区接待游客346.9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46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9.17%和9.15%。

“七夕”迎来
结婚登记高峰

8月28日，长沙市
开福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一对新人领取结
婚证后拍照合影。当天
是中国传统的“七夕”
节，不少情侣选择当天
登记结婚。 截至下午5
时 ， 全省当天共为
7000余对情侣办理了
结婚证。

傅聪 摄

为“荷”而来
觅良缘
8月27日， 醴陵市

总工会、市妇联等单位
在板杉镇擂鼓桥村荷
花基地联合举办“和谐
醴陵·幸福一生” 单身
职工交友联谊活动，
2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
的一线单身职工欢聚
一起， 交流联谊觅良
缘。 王志翔 摄

夫妻哨的“七夕”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