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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文博）近日，长沙邦荣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从新西兰进口货值238万美元的乳基制品，
在长沙海关指导下享受了原产地优惠政策，
以“优惠税率”零关税进口。“享受原产地优惠
政策后， 仅这一票货物就可少缴纳187.4万元
的税款，按公司进口货物量计算，每年可为公
司节约900万元的税款。” 公司负责人杨秀宇
介绍。

长沙海关提醒广大进出口企业， 在办理
进出口报关业务时， 一定要多咨询和了解海

关政策，以最大程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节约
企业成本。

据了解，原产地证书是官方签发证明商
品原产地的证明文件，是享受进出口环节税
收优惠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具有特定的法
律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共签署了17个
自由贸易协定， 涉及 55个国家和地区的
8454个税号项下商品可以享受原产地优惠
政策。

“企业由于对政策掌握不够，该享受的优
惠政策可能没有享受到。”长沙海关现场业务

处通关科科长李磊介绍， 长沙海关现场业务
处每月对可以享受但未享受优惠原产地政策
的报关进出口企业进行监控， 及时指导企业
用好用足各种原产地优惠政策。

1至8月， 我省共有137家企业向长沙海
关申报进口的优惠原产地项下货物，进口货
值1.94亿美元，享受税收优惠1.13亿元，同比
大幅增长。 其中长沙邦荣食品贸易有限公
司、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住友橡胶 (湖
南 ) 有限公司3家企业共计享受税收优惠
2073万元。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林俊）近期，欧美发达地区相继扩大“冲突
矿产”范围。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今天发表
调研报告称，“冲突矿产” 管制政策所衍生的
贸易壁垒目前已对我省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带
来不利影响， 范围的扩大将对我省有色冶炼
产业带来更大冲击，需引起有关部门、行业协
会及企业的重视。

“冲突矿产”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10年提
出，原指在非洲大湖区的刚果（金）及其周边9
个国家， 由反政府武装控制下所开采的钨、
锡、钽等矿产品，上述矿产品的国际贸易有可
能成为武装势力的资金来源。 美国于2012年

率先通过法案， 限制在美交易所上市的企业
在其产品或加工过程中使用“冲突矿产”。近
期，欧盟、美国相继出台法规，扩大了“冲突矿
产”定义和风险地区范围。

我省锡、钽、钨冶炼企业较多，据不完
全统计，共有锡冶炼及贸易企业25家、钽冶
炼及贸易企业12家、 钨冶炼及贸易企业40
家。钨、锡、钽的制成品广泛应用于电子产
品、汽车部件、手提电脑、手机、数码相机、
航空等下游产业， 且与发达国家市场联系
紧密。目前，应美国客户要求，华为、中兴等
电子信息企业已开始对其供应商开展尽职
调查，并从供应链上追溯至冶炼企业。相关

有色冶炼企业一旦审核不通过， 无论是直
接出口还是国内销售，都将面临极大困境。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积极帮助省内冶
炼企业应对“冲突矿产”贸易壁垒，2016年底
至今，我省已有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南方钽铌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冶炼企业
成功通过“冲突矿产”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
审核， 获得“全球非冲突原料合格冶炼供应
商”资格。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醒相关企业，
加强对全球“冲突矿产”管制政策的了解，提
高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建立“冲突矿
产”溯源工作机制。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9月7日，白露节气至，白天燥热仍存，
夜晚凉意已浓， 而这也正是露水凝结的原
由。

这个时节的清晨美得静谧， 天空的色
彩很温柔，虫鸣里带着一丝寒意，一颗巨大
的露珠凝结在博落回的阔叶中央， 清圆可
爱，提醒着人们秋天真的要来了。

藤蔓植物的花特别多见， 颜色淡蓝的
牵牛花婉约动人，凌霄花却美得张扬，爬上
高高的棚架绽放一个个红色小喇叭，丝瓜、
南瓜依旧不知疲倦地开花、结果。

很多草木都在结果子， 商陆红色的茎
上结出一串串绿色小果， 野南瓜的果实半
红半青，构树的果实挂在枝头，等待秋风将
它们染成红色。

夜里真的凉了。清冷的白露之夜，难免
让人悲秋伤怀， 一如李白所作《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
珑望秋月。”当然还有更脍炙人口的杜甫名
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关于露水，古人有很多独特的用法，比
如喝露水茶、收露水洗眼睛。在湖南民间，
秋天用瓷器收取草头的清露， 和以朱砂或
者上等的墨汁，点染小孩额头及心窝，称之

为天炙，以祛百病。白露节气，郴州民间还
有喝“白露米酒”的习俗。发源地是资兴兴
宁、三都、蓼江一带，每年白露节一到，家家
酿酒，称“白露米酒”。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对白露的诠释
为：“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
白者露之色， 而气始寒也。”《孝纬经》 云：
“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

而气象学的解释是，节气至此，天气逐
渐转凉， 白昼阳光尚热， 入夜气温很快下
降， 夜间空气中的水汽便遇冷凝结成细小
的水滴，密集地附着在草木上，呈白色。

白露节气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
节气，昼夜温差可达10摄氏度以上。民间
还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这
一时节冷空气日趋活跃， 常常一场雨水过
后，气温便要下降不少。湖南眼下的天气正
是如此，9月以来， 长沙人的着装从短袖迅
速过渡到长衣长裤，白天空气里仍有燥意，
夜里却需要一床薄被了。

到了这一时节， 夏季正在迅疾地逝
去，一场场雨水把季节推向秋天。在秋天
来临的路上， 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期
待，比如又软又甜的葡萄、清香甜蜜的柑
橘，比如炒栗子，比如晨起的白露和第一
缕桂花香。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王茜 ）今天，
记者从长沙高新区统计局获悉，2016年长沙
高新区“一区四园”总收入、工业总产值双双
挺进全国前10位。其中，营业总收入指标在
全国146个国家高新区中排名第9位，工业总
产值指标排名第7位。

2016年，长沙高新区“一区四园”实现企
业总收入4837亿元，工业总产值达4292亿元。
麓谷园区实现企业总收入2816亿元， 规模工
业总产值1353亿元， 财政总收入90.15亿元。
长沙高新区在全国146个国家高新区综合评

价排名第13位，创新能力跻身全国前10位。
近年来，长沙高新区以“新产业、新业态、

新经济”为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先进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生物医药与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以
及现代服务业六大优势产业， 重点培育了移
动互联网、北斗导航、航空航天等一批特色产
业，成功举办4届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聚集
了一批国字号的军民融合企业， 北斗导航企
业数量占长沙市91%、湖南省80%。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黄启勇）记者今日从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长沙管理处获悉，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将
于11日起进行沥青路面中修。届时，中修
路段将实行半幅正常通行、 半幅货车限行
的交通组织分流方案。

此次中修时间为9月11日至9月29日。
其中，11日至22日为金屋枢纽（k1355）至
长沙北枢纽（k1493）段北往南路面施工，
货车限行， 南往北正常通行；22日至29日

为长沙北枢纽（k1493） 至金屋枢纽段
（K1355）南往北路面施工，货车限行，北往
南正常通行。

施工期间，从岳阳南下长沙、广东
方向货车，可转杭瑞高速 、平汝高速通
行。从长沙北上岳阳、北京方向货车，可
从李家塘枢纽上绕城高速后，转长浏高
速、平汝高速通行 ；或从殷家坳枢纽上
沪昆高速后，转长株、长浏、平汝高速通
行。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吴红春） 记者今日从永州机场获悉，
受洪水浸泡影响造成跑道受损的永州机
场，已进行修复建设，预计将于20日恢复
通航。 届时， 东方航空将恢复永州往返上
海、昆明、深圳的航班。

永州飞上海航班，每周一、三、五、七执
飞， 去程10时30分从永州起飞，12时40分
抵达上海； 回程14时从
上海起飞，16时15分抵
达永州。

永州飞昆明航班，每
天执飞， 其中周一、 三、
五、七，去程17时25分从
永州起飞，18时40分抵
达昆明；回程8时10分从
昆明起飞，9时10分抵达
永州。周二、四、六，去程
21时10分从永州起飞，
22时25分抵达昆明；回
程 13时 25分从昆明起

飞，14时40分抵达永州。
永州飞深圳航班，每周二、四、六执飞，

去程15时55分从永州起飞，17时30分抵达
深圳； 回程18时35分从深圳起飞，20时20
分抵达永州。

机场提醒，国庆中秋假期临近，请旅客
提前1小时以上到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航班
起飞前30分钟将停止办理值机手续。

长沙海关提醒进出口企业

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

欧美“冲突矿产”管制政策衍生贸易壁垒，检验检疫部门提醒相关企业

尽快建立“冲突矿产”溯源机制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露从今夜白，夜凉怯衣单

长沙高新区多指标挺进全国前10位

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1日起路面中修
持续至9月29日，货车限行，客车正常通行

永州机场20日恢复通航
恢复飞上海、昆明、深圳航班

9月6日，江华瑶族自治县界牌乡“猪、沼、果”生态产业园，年出栏16万头猪苗的繁育基地带
动了周围50户养殖合作社社员增收。该园区流转租赁土地7500余亩，种植有红肉脐橙、香水柠檬
等高端水果以及茶叶、油茶等特色农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李光平 摄影报道

风电场下的立体生态农业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对
纸质施工图进行审查的传统方式，正在迅速
向数字化、无纸化转变。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全省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推进工作会议获
悉，住建部门从本月6日起正式运行湖南省
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对无故不进该信息系
统审查的项目，将不予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
手续。

去年以来，全省住建系统推动“放管服”
落地见效， 大力推进施工图审查制度改革，
相继出台了计算机遴选、数字化审图、政府
购买服务等举措。由省住建厅组织研发的湖
南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 自今年1月1日
投入试运行至今，用户已达7601个，在系统
中进行施工图数字化审查的项目达到2150
个。 全省建设单位通过网上申报施工图审
查，实现了“零跑路”；施工图审查机构实现
了无纸化办公， 节省人工费和存储空间；勘
察设计企业可以开展成果文件数字化交付
和电子归档，平均每年可节省打印费上千万
元。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级住建部
门要做好湖南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
和管理， 督促项目建设单位通过该系统报审
施工图。同时，尽快将施工图审查服务费纳入
政府财政预算， 做好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
务工作。下一步，还将在全省推行规划、住建、
人防、消防、气象“多审合一”“多图联审”等一
揽子施工图审查改革措施。

施工图审查
“无纸化”全面推行
无故不进信息系统审查的项目，
不予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