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黄向军）自“营改增”实施后，业务量大增，长
沙市雨花区国税局多措并举，大力推行电子税
务局，引进自助办税柜员机，极大地方便了纳税
人。今天，“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显示，今年1
至7月，雨花区国税局办税业务量居全省县（区、
市）局首位，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1.14%。

“跟在银行自助柜员机上取钱一样方
便。”今天上午，纳税人黄丽来到雨花国税局
办税服务大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自

助办税柜员机领购发票，用时不到3分钟。
“‘营改增’实施后，业务量大增。”雨花区

国税局办税服务厅负责人告诉记者， 开始由
于排队时间长， 人均办理业务时间需要25分
钟左右。为方便纳税人，该局及时推行“智能
分流，简事速办”措施，在办税大厅引进自助
办税柜员机， 安排专职导税人员帮助纳税人
使用机器自助办税。自助办税柜员机的使用，
节省了纳税人等候排队的时间， 极大地方便
了纳税人，提高了办税效率。

为让数据多跑路，纳税人少走路，雨花区
国税局大力推行电子税务局， 将前来大厅办
理业务的纳税人按照是否可在电子税务局办
理的标准进行分类， 向自助办税区和预审取
号区及咨询窗口分流。目前已有43554户纳税
人注册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业务量达47924
笔，用户满意率达93%。

服务到位，纳税人满意。今年1至7月，雨
花区国税局前台受理业务量达202929笔，在
全省县（区、市）局中位列首位。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经济06

雨花国税上半年办税量
居全省县（区、市）局首位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61.14%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谢叶青）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前7
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4709家，共实现
营业收入1587.5亿元，同比增长16.0%，增幅
居全国第八位。

统计显示，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中七成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仓储业、装卸搬运和

运输代理业同比增幅高达50%以上。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税金及附加、

管理费用中的税金分别同比下降 4.5% 、
21.3%， 相关企业税负比率同比下降0.6个百
分点。

在“一升一降”之间，我省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盈利面达到70%， 较去年同期上升4.6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4.8%，增幅比

上半年提高3.6个百分点。
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
业是全省利润最高的三大服务行业，3者共盈
利105.5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
润总额的七成以上。而邮政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物业管理业则是当前盈利能力最
强的行业，前7月利润增幅均在80%以上。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8月29日， 双峰县三塘铺
镇相思村3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的产
业帮扶合作社30亩大棚蔬菜地里，一车车
西红柿、辣椒、冬瓜、丝瓜运出菜地，运往千
家万户；周边30亩无花果，果实挂满枝头
等待采摘；养殖场内1000多只良种鸡引吭
高歌、 逗人喜爱，30多头膘肥体壮的黄牛
正在圈内抢食。看着眼前的场景，村党支部
书记朱均四颇有底气地说：“到今年底，37
户贫困户肯定可以脱贫了。”

双峰县经管局局长成清伟介绍， 通过
开展产业帮扶， 全县已流转土地48万亩，
发展经济实体1729个。在去年脱贫4650户
的情况下， 今年预计有近万户贫困户可望
脱贫。

近年来，双峰县为加快脱贫攻坚，积

极发展经济实体， 发动贫困家庭以土地
入股形式加快土地流转， 同时引导有关
部门予以资金扶持，农业、农机等部门给
予技术支撑，经管部门加强指导帮助。还
设立了专门的奖扶资金， 对成效好的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 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
社给予一定奖励。通过这些举措，极大调
动了一批农村能人、经商老板的积极性。
曾在广东佛山办不锈钢厂的三塘铺镇东
方村村民李绍煌， 牵头组建东方村农民
合作社，村民以528亩稻田入股，合作社
筹资购回10余台农机， 今年早稻就获得
亩产450公斤的好收成，如今晚稻又丰收
在望。 永丰镇高托村以土地入股组建葡
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葡萄300多亩，去
年社员人均分红4800元。

精准扶贫 在三湘

双峰产业帮扶“放大招”
流转土地48万亩，催生经济实体17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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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创客吴广放弃年薪几十万元的
工作，与合伙人朱翊菲、吴娜等，来到郴州
市北湖区保和瑶族乡仙鱼岭村创建创客
基地。

8月28日，记者一路翻山越岭，来到海
拔近800米的仙鱼岭村探访。

仙鱼岭村是省级贫困村， 全村578户
2064人中，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7户贫困人
口398人。村里公共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

“仙鱼岭村山清水秀，但村民很穷，急
需外力来改变现状。”吴广说，到仙鱼岭村
建立创客基地， 既可实现他们的创业梦
想，又能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去年8月，仙鱼岭创客基地正式成立，
吴广、朱翊菲、吴娜分别负责公关执行、营
销推广、文案及管理。而后，他们还成立了
郴州合行发展旅游公司。

吴广告诉记者，他们把村里一所废弃
的学校及一座荒山租下来，因地制宜建立
露营基地。

记者来到仙鱼岭村露营基地，见一栋
50多平方米的钢架结构观景楼正在建设
中。站在观景楼上，可以看高山日出、梯田
稻浪。

观景楼周边是一大片茶园， 郁郁葱葱。
茶园里建有露天厨房及众多娱乐设施，可办
烧烤聚会。吴广说，现在仙鱼岭村乡村旅游
在郴州市小有名气，每周有20多批“背包客”
“帐篷客”到这里露营，昔日沉寂的小山村变
得热闹起来。

为增加群众收入，今年吴广发动村民成
立种养专业合作社， 吸引8户群众以土地入
股，其中2户为贫困户，种植冷水米30多亩。
他还聘请仙鱼岭村30多名贫困群众到创客
基地务工，月工资1500元至3000元不等。

“以前，我们除了种田没有其他收入
来源， 现在可以在家门口务工赚钱了。”仙
鱼岭村贫困村民李文彬高兴地说。

目前， 仙鱼岭创客基地已吸引康养、
瑜伽、摄影、微电影等10多个创客团队300
多名创客加入，带动当地发展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业。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创客来到贫困村

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收增幅全国第八
1至7月实现营业收入1587.5亿元，同比增长16.0%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陈淦璋 金慧）
今天，2017湖南（长沙）装配式建筑与建筑
工程技术博览会（简称“筑博会”）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召开。组委会介绍，筑博会经
省政府同意，由省住建厅和长沙市政府联
合主办，将于今年11月28日至30日亮相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

装配式建筑，是指采用预制构件在工
地装配而成的建筑，堪称传统建造方式的
重大变革。 中央已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
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
到30%。 我省作为最早发展装配式建筑的
省份之一，产能、规模及发展速度均位居
全国前列。

本届筑博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聚

焦当前城市建设热点及行业新技术，将举
办1个主论坛，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
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并设置6个专题论坛，
围绕“建筑工业4.0”、BIM技术应用与建筑
工业化、 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发展、装
配式建筑与城市综合管廊、 建筑防水、建
筑节能与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探讨。

组委会透露，筑博会致力于通过3至5年
的品牌培育，打造成辐射国内建筑行业全产
业链和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展会平台。
目前，瑞典、芬兰、法国、巴西等国家的驻华
使节及商务代表团已表达参展意向， 山东、
河南、湖北、重庆等省市的住建部门纷纷表
示组团参展，远大住工、中民筑友、北新集
团、杭萧钢构等国内龙头企业已确定参展。

筑博会11月底在长沙举办
聚焦城市建设热点及行业新技术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杨泽华）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
悉，我省装配式建筑产能、规模及发展速
度均居全国前列，“领跑效应” 逐渐显现，
远大住工、三一集团、中民筑友等龙头企
业的业务版图已遍布国内90多个城市。

前几年，全国各地对装配式建筑（住
宅产业化）普遍持观望态度，我省相关职
能部门敏锐看到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前
景。2014年，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住宅产
业化的指导意见》，将装配式建筑列入“十
三五”期间全省重点扶持的十大新兴产业

之一，并相继发布了《装配式钢结构集成
部品主板》等3项地方标准。此后，我省又
出台了生产基地奖励、建筑容积率奖励等
一系列扶持政策。

随着政府“有形之手”强力助推，多家
企业也在技术攻关、项目攻关、产业攻关
上闯出了路子。目前，我省有国家住宅产
业化综合试点城市1个（长沙市），国家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6家， 省级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9家。至今年6月底，全省装配式
建筑产能达2460万平方米，累计实施面积
达2000万平方米。

湖南装配式建筑形成领跑效应
产能、规模和发展速度均居全国前列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刘毅 陆佳欣）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
日收官。 广铁集团今日发布，7月1日至8月
31日期间，该集团共发送旅客8000万人次，
同比增长9.9%； 日均发送旅客129万人次，
超过今年春运日均客运量。

记者分别从长沙火车站和高铁长沙南
站获悉，今年暑运，长沙铁路客流呈“V”型
出行规律， 在7月整体走高，8月下旬保持高

位运行。高铁仍是暑期旅客出行首选。长沙
南站暑运期间共发送旅客601万人次，同比
增长11%。

今年暑运，长沙两大车站推出了更加便
捷、贴心、智能的出行服务。

长沙南站首次开行了直达兰州的始发
高铁列车， 目前从长沙可乘高铁直达全国4
个直辖市、16个省会城市。7月， 长沙南站首
次推出了动车组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在手

机上即可预订传统湘菜和西式快餐。
7月上旬，受强降雨影响，南方多地出现

列车大面积晚点、停运。长沙火车站快速启
动应急预案， 为因水害受影响的逾10万人
次旅客及时办理了退票改签。 暑运期间，该
站在湖南率先推出的12台人脸识别检票闸
机有效提高了旅客进站效率，有近八成旅客
每天通过闸机验票进站。旅客过闸仅需3至6
秒，比人工验票缩短了约一半时间。

62天铁路暑运收官
日均客运量超春运

8月31日， 长沙火车站， 返程的旅客走出车站。 当天， 为期62天的2017年暑运落下帷幕， 铁路输送旅客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因学生
流和务工流同时涌现， 客流高峰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 �荨荨（上接1版）
真正干事的老实人被选了上来。 衡阳市

农机局原局长侯明星，为人老实，工作业绩较
突出， 在正处级岗位上一待就是21年。 换届
时，侯明星“意外”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他自己都直呼“想不到”。

衡阳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陈竞告
诉记者，截至今年6月，市委研究了15批次市
管干部，异动855人，提拔117人，没有一起告
状的，社会反响良好。

严管“小圈子”，拔掉“小山头”
今年3月， 衡阳市纪委在调查一起诈骗国

家资金问题线索的过程中，牵出了一个以衡山
县副县级干部旷锦堂为首的“店门同乡会”。

这个所谓“同乡会”，不仅多次插手党政
干部调整、拒不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
还多次骗取国家农业专项资金和财政扶持资
金，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今年5月17日，旷锦堂被开除党籍，其违法问
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是衡阳落实从严监督管理干部的一
大成果。”衡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包昌林
介绍，过往几次事件证明，搞团团伙伙就是隐
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一颗“毒瘤”，严重破坏了

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污染了清清爽爽的
同志关系。

2016年4月以来，衡阳把从严治吏放在关
键之处，严管“小圈子”，拔掉“小山头”，成为
一种常态。

过去，衡阳党员干部认“干亲”盛行。衡阳
对此进行专项整治， 全市共主动申报认“干
亲”情况145起，自愿解除干亲关系并公示97
起，经组织审查属于正常认亲范围的48起，按
要求履行了备案手续。

今年4月， 衡阳市委又在全省率先出台
《关于从严监督管理党员干部的十项措施》，
从专项检查、净化生活圈、干部家访、健康体
检、 干预和插手重大事项留痕备案等10个方
面， 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从八小时之内
向八小时之外延伸，从“工作圈”向“社交圈”、
“生活圈”、“家庭圈”延伸，进一步清除了干部
日常管理监督盲点。

严管干部的同时，该市坚持挺纪在前，狠
打“老虎”，重拍“苍蝇”。

杜绝“一言堂”，规范权力运行
李亿龙案的教训之一，就是搞“一言堂”、

“一霸手”，推波助澜恶化政治生态。
针对这种现象，新一届衡阳市委剑指“一

把手”权力太大、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
难等症结，注重加强监督，坚持用制度管权、
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例如，该市确立了
党政正职“五个不直接分管”、“三重一大”事
项集体决策和一把手末位表态、党委常委(党
组)会议全程纪实等“议事”制度，并建立一系
列责任清单。

2016年， 市纪委在全市对纳入财政预算
的公用经费、政府招投标、政府采购、项目资
金开展专项检查，审计部门首先进驻市委办、
市人大办、 市政府办、 市政协办检查财务纪
律。同时，将多个平时“基本不碰”的部门纳入
了日常审计范围，消除了监督盲区。

注重监督的同时， 衡阳还推动县市区巡
察全覆盖。今年3月，衡阳率先在全省构建起
完整的市县两级巡察体系，出台《市委常规巡
察工作流程 (试行 )》。目前，在市县两级巡察
中，该市发现被巡察单位在党风廉政建设、作
风建设、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170个，清退
各类违规资金、津补贴共计1326万多元，问责
171人，其中处级干部9人，以问题倒逼改革、
挖除病灶，规范权力运行，堵住制度漏洞。

此外， 衡阳还将从严管理干部与正向激
励干部结合起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进
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如今的衡阳，党风政风呈现出新气象，社
风民风也越来越淳，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政
通人和的发展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雁城涅槃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贺佳玉 王曲波） 为确保校园食品
安全，全省中小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护苗行动”现场推进会今天在长沙召开。会
议总结交流前段“食品安全护苗行动”工作
经验， 并就秋季开学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进行了部署。

今年5月，省食安办等九部门联合下
发通知， 部署开展全省中小学校校园及
周边“食品安全护苗行动”，将其作
为全省食品安全1号专项整治，着
力解决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家长
十分关注的中小学生食品安全问
题。“护苗行动”开展以来，我省学
校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不断完善、食
品安全意识和管理能力不断增强、
学校食品安全精细化管理水平不
断提高，取得了新的成效。省食药

监局负责人要求， 各地要把学校食品安全
作为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保持严防
严管严控高压态势， 坚决守住不发生群体
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确保“食品安全护苗
行动”落地见效。

会上还授予长沙县第一中学等21所学校
为湖南省2016年度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

“食品安全护苗行动”落地见效
21所学校被授予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