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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奉永成）10月
31日， 省工商局发布了我省个体私营经济主
体前三季度发展情况。 截至9月底，我省实有
个体私营经济主体（包含个体工商户和私营
企业）309.45万户、 注册资本3.90万亿元，较

2016年底分别增长11.42%和23.93%。
其中， 个体工商户达到248.69万户，比

2016年底增长10.47%；私营企业达到60.76万
户，比2016年底增长15.48%。

第三产业是个体私营经济主体主导行业。

截至9月底，全省第三产业实有个体私营经济主
体277.97万户，比2016年底增长11.13%，占个体
私营经济主体总量的比重为89.83%。 其中，多数
个体私营经济主体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
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以及其他服务业。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奉永成）10月
31日，省工商局发布了《湖南省青年创业分析报
告（2016）》（简称：《报告》）。《报告》指出，2016
年， 全省投资创办企业的青年共有13.71万人，

占当年全省创业者总数的75.4%； 共创办企业
9.92万户，占当年全省创业企业总数的83.3%。

《报告》指出，2016年参与创业的青年中
首次创业者占79.1%； 创业领域集中在服务

业，占比为82.1%；公司制企业为青年创业者
首选；女性青年创业者大幅增长，2016年比上
年增长20.5%；超三成青年创业者拥有本科及
以上学历。

欧阳金雨

湖南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指导中心日
前发布的 《湖南省青年创业分析报告》显
示，2016年， 我省投资创办企业的青年达
13.71万人，占创业者总数的75.4%，共创办
企业9.92万户，占创业企业总数的83.3%。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对青年创业者
来说更是如此。 从上面几组数字中可以读
出：青年是当下湖南创业者的主体，同时，
青年创办的企业也是新创企业的主体。 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赋予了年轻人前
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奋斗，是青春厚重的底色。 这十多万年
轻人在创业创新中砥砺的青春，是值得致敬
和歌颂的。 他们有梦想、敢挑战，以“起而行”
的气质，在创业路上烙下各自的脚印，充分证
明了湖湘青年敢立时代潮头的勇气和担当。

同时， 从这份报告中也能看到湖南创
新创业环境正不断优化。 就拿眼前这场正
如火如荼展开的“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
级补短板”大讨论来讲，湖南以思想观念的
大洗礼、大解放驱动创新的大突破，培育了

包括青年人在内的所有湖湘儿女的创新理
念、开放意识，这在全国少有。 正是得益于
思想的开放、理念的新锐，青年人才更敢于
和乐于创业。

当然，创业成功殊为不易，报告也以问
题为导向指出了接下来还需发力的地方。
报告显示，已开业的青年创业企业中，有收
入的企业占比为36.7%，有纳税的企业占比
19.4%，当年实现盈利的企业占比为18.5%，
种种数据显示， 全省青年创业总体经营效
果还有待提升。 初创企业难以快速盈利实
属正常，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公
共服务或还需升级，为青年创业成功“再添
一把火”。 如加强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对支
持创业的作用；在提高政策普惠性的同时，
对于创新能力强、成长前景好的创业项目，
给予更有效的帮扶等等。

梦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湖南青年创
业大潮“星星之火”已燎原，在前行的路上，
青年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 创新的活力更
加蓬勃，再加上政府更给力的“保驾护航”。
置身这样的时代，敢想敢干的青年人，一定
能拥抱美好的未来。

三湘时评我省个体私营经济主体大幅增加
多数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

湖南青年创业激情高涨
2016年， 10个创业者7个是青年

湖南青年想创业敢创业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苏莉）10月31
日至11月1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黄兰香在怀化市调研党派工作和基层统战工
作。

无党派人士、 宁波退休教师周秀芳为溆
浦山区的孩子建起13所希望小学， 让1700多
名孩子搬进新教室。 10月31日上午，黄兰香一
行考察县级“同心乡村”、溆浦县北斗溪镇坪
溪村时， 握着周秀芳老人的手说：“感谢您不
图名气，不要回报，默默无闻地支持农村教育

脱贫工作。 ”
调研期间， 黄兰香一行考察了雪峰山生

态文化旅游、芷江和翔鸭业等非公企业。 这两
家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回乡创业的典型。 雪峰
山旅游扶贫项目被列为市级“同心项目”，惠
及当地群众近5万人。和翔鸭业成功带动500
余户贫困户参与养殖， 人均增收近6000元。
黄兰香勉励他们继续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
地区百姓脱贫致富。 黄兰香一行还前往芷江
侗族自治县大树坳乡新庄村， 考察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产业脱贫项目。
10月31日下午，在农工党湖南省委主委、

南华大学校长张灼华陪同下， 黄兰香参观了
农工党湖南地方组织革命活动史料陈列馆。
她希望农工党湖南省委进一步完善陈列馆的
内容，使其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团结、教
育”的作用，成为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
量的重要基地。

考察中，黄兰香强调，要围绕中共十九大
提出的重大战略， 找准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
和贡献点。 继续开展凝心聚力“十三五”行动，
聚力脱贫攻坚，聚焦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处
理好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 助力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建设。

黄兰香在怀化市调研统战工作时强调

找准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和贡献点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 副省长向力力来到衡阳督导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向力力要求，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切实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下最大的决心打赢
环境治理攻坚战。

在耒阳市白洋渡污水处理厂， 向力力
询问运营情况，查看排口水质，了解城市污
水处理情况。 随后前往衡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实地察看天一金岳矿业矿区、衡山鸿
发瓷泥钾钠长石矿矿区的关闭复绿进展。

向力力对衡阳市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前期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强调，要以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和行动指南， 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
列新思想、新理念，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强化责任担当，形成行动自觉。

向力力指出， 中央环保督察为各地集
中力量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契机。 问题整
改越往后就越是难啃的“硬骨头”，接下来
的任务还很重。 衡阳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
加大整改力度，着力攻坚克难，加强督查督
办，加强跟踪问效，集中“优势兵力”，下最
大的决心，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实现建设
秀美衡阳的目标，让人民群众满意，为美丽
中国助力。

向力力在衡阳督导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时要求

下决心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沙兆华 姚学
文 通讯员 郑丽萍）今天，“芙蓉匠心，助力脱
贫” 湖南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授牌
暨首届女红艺术节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副
省长杨光荣出席仪式。

近年来，省妇联以发展手工编织业为重
要抓手， 将手工编织这一小产品、 小产业，
做成了传承湖湘手工文化的品牌产业，探索

出了全省范围“可复制、可推广”的妇女手
工脱贫模式。 为了探寻多元销售渠道、孵化
出更多的巾帼创业带头人，创办更多的小微
企业，省妇联将通过实施“芙蓉匠心计划”，
启动“百千万工程”，即“创建百个手工编织
基地，培育千名巧手带头人，带动万名农村
妇女巧手创业就业”。 为此， 省妇联授予雨
花非遗馆、湖湘女红文化创客中心为“湖南

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 授予开福
湘绣研究所等20个企业单位为“湖南省巾
帼巧手创业就业基地”。

杨光荣要求， 全省各级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实际行动，支持妇女创业
就业，推动我省妇女事业发展。 他希望广大女
性自立自强，弘扬工匠精神；各级妇联发挥优
势，助力扶贫脱贫；社会各方积极重视，加大
支持力度，让更多农村妇女实现“巧手脱贫”。

仪式上，党的十九大代表、侗锦传承人粟
田梅等3位代表，就如何带领妇女进行巧手脱
贫、实现增收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体会。 现场还
进行了村企签约仪式， 对接智能扶贫和技能
扶贫，为女性“巧手脱贫”拓展新路径、开辟新
渠道。

省巾帼巧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
授牌仪式举行

杨光荣希望更多农村妇女实现“巧手脱贫”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昨天下午， 副省长杨光荣率队在长沙调研
消防工作，他强调，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
念，推动全省消防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杨光荣一行首先来到长沙市公安消
防支队岳麓大队五星中队， 实地察看部队
正规化建设成果、消防器材装备、营区功能
分布等情况， 在器材装备展示区仔细了解
灭火救援特种装备性能及用途， 与中队官
兵亲切交谈； 随后来到省公安消防总队指
挥中心，了解总队、支队两级指挥中心建设
情况，并通过远程视频检查部队执勤情况。

在听取全省消防工作情况汇报后，
杨光荣充分肯定了全省消防工作取得的

成绩。 他强调，全省消防部队要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再接再厉，以实际行动推动消防安全
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抓好实战化训练提
高部队处置能力， 在加强消防装备建设
的同时，注重强化官兵的能力素质，加强
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全力打造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消防队伍。 要
坚持以防为主的理念抓好消防工作，以
“一单四制” 为抓手整改重大火灾隐患，
进一步提升严格执法、依法管理水平，及
时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要强化消防
基层基础建设， 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广泛征召志愿者，切实强化社会消
防基层基础工作。

杨光荣在长沙调研消防工作时强调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推动消防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俊 ）郁金香、小苍兰、马蹄莲、风铃
草、荷兰菊、木绣球……今天早上7时25分，
3939枝荷兰鲜花运抵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这
是湖南航空口岸首次进口鲜花类商品。

这批鲜花为当地时间10月30日从荷兰
采摘包装，陆运至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再由
法兰克福搭乘航班经过10个半小时的飞行
抵达长沙，全程不超过48小时，此次进口鲜
花包括33个品种、3939枝，总重315公斤。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鲜花是从
活体植株上剪切下来的花朵、花枝、叶片等
的总称，属娇嫩、易腐烂产品，对运输的条件
和时效性要求较高。 为做好首批进口鲜花的
检疫监管工作，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进
口商在技术、政策上给予支持，并采取提前
申报、 即报即检的监管方式加快通关速度。
当天，该批进口鲜花经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合格顺利入境。

近年来，进口鲜花以较高的品质、良好
的花色品种， 越来越受到国内消费者青睐。
此前湖南市场的进口鲜花主要经上海、广
州、昆明等进口鲜花大口岸进口，再由陆路
运输至湘，耗费时间长、成本高。 此次长沙机
场口岸成功进口鲜花，不仅有利于降低进口
成本，还进一步拓展了长沙机场口岸的货运
业务品类，带动了临空经济发展。

“年底是用花的旺季，这批鲜花将运往
长沙、上海等地的花卉批发市场。 ”进口商湖
南欧花集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毅表示，

首次顺利进口后，未来公司空运进口鲜花将
越来越频繁，希望将长沙打造成华中地区进
口鲜花的集散地。

湖南航空口岸首次进口鲜花

3939枝荷兰鲜花运抵长沙
从荷兰采摘到长沙全程不超过48小时，未来长沙将空运进口更多鲜花，

打造华中地区进口鲜花集散地

� � � � 11月1日上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正在对我省航空口
岸首次进口的鲜花进行检测。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林俊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天， 由省妇联与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主办的“湘女故事会” 在湖南女子学院举
行。“八千湘女”三位回湘代表王灿辉、陈诗
建、欧阳美娜讲述了她们入疆的生活、爱情
和家庭故事， 点点滴滴无不让现场聆听故
事的2000名女青年动容和感叹。

“零下25摄氏度，寒冷刺骨，吃的是苞
谷窝窝头，没有针线，衣服破了就拿胶布粘
上，如今好了，苦累换来了天山南北一片新
景象。 ”83岁的王灿辉老人讲述了当初艰
苦奋斗的岁月。

“1952年我刚入疆，就被隔壁连队的
帅小伙看上了，经过3个月交往，我们就在
他的连队结婚了， 几天后， 拖拉机拉着行
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60多年，我们
相濡以沫，直至老伴安详而去。 ”82岁的陈
诗建讲述了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如今80岁的欧阳美娜退休后仍严格
要求自己，每天看1个多小时的书，坚持写

日志， 年轻时蓬勃向上的斗志没有丝毫衰
退，老人注重家教，为大漠培养了合格的第
二代、第三代。 最值得老人骄傲的是，如今
她的4个孙子都已留学归国。 老人教导孙
辈：外出留学，长了本事就要回来，建设中
国、建设新疆。

老人们精彩故事赢得了一次次热烈的
掌声， 在场的女青年们被她们的故事吸引
着、被她们的奉献感动着、被她们的精神激
励着，湖南女子学院的学生们表示，要传承
湘女精神，投身新时代，为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湘女故事会”是“八千湘女返乡”系列
活动的收尾之作。“八千湘女”代表们即将
结束她们短暂而难忘的在湘旅程， 返回新
疆。“湘女故事会”的最后，王灿辉、陈诗建、
欧阳美娜代表此行所有的湘女们表示：感
谢家乡人民， 感谢家乡领导， 此次回湘像
“大熊猫”一样，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目睹了
家乡喜人变化，祝福家乡明天更美好。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黄利飞）10月
结束，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收官，99只湘股的
业绩悉数亮相。今年1至9月，湖南上市公司共
实现营收3558.5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近202亿元。

90家公司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为正，9家亏
损。 *ST华菱、五矿资本和三一重工的盈利能
力，排湘股板块前三；华银电力前三季度亏损
5.87亿元， 亏损额度目前在湘股板块中排第
一。

68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68.68%；

其中 18家公司净利翻番 ， 同比增长率超
100%。 开元股份因收购恒企教育和中大英才
后并表，业绩增长率最高，其前三季度实现营
收5.84亿元，同比增长184.21%；归属净利润
1.0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482.6%。 明显依靠
公司主业改善而实现业绩大幅增长的， 有三
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其中三一重
工以归属净利润同比增长932.6%居前，其1至
9月实现营收281亿元、归属净利润18亿元。

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的业绩好坏， 往往会
为全年业绩的盈亏奠定基调。

*ST华菱是目前湘股板块中唯一一只
“披星戴帽”的股票，公司不久前在互动平台
上回答投资者问题时表示， 若全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 则在披露2017年
年度报告后，即可向深交所申请摘帽。 得益于
钢铁行业经营形势持续好转， 以及公司内部
改革持续推进，*ST华菱前三季度实现归属
净利润 25.72亿元，创历史同期最优。 业内人
士表示，*ST华菱今年全年实现盈利，是大概
率事件。

有公司有望摘帽， 有公司则面临戴帽风
险。 湘股中有华天酒店、科力远2家公司存在
去年业绩亏损、今年前三季度仍亏损的情况，
若其第四季度无法扭亏为盈， 明年或被交易
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戴上“ST”。

两千女青年听“湘女奶奶”讲故事

近七成湘股前三季度业绩增长
90家公司净利润为正，18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翻番

� � � � (荨荨上接1版）
近年来， 水电八局拓展新的产业，

进军房建、 市政、 高速公路、 铁路、 城
市轨道交通等施工领域， 在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完成或正在施工各类工程70余项。

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领域， 水电八
局近年来打造了一系列精品工程， 如科
威特萨巴新城、 海南文黎景观大道与交
通工程等城市道路工程； 江西南昌梅湖、
玉带河水系截污工程等管道工程； 新加

坡、 深圳、 武汉、 长沙等城市的地铁隧道
工程； 还承建了河南许昌机场、 广东珠海
临港工业园等。

水电八局总经理朱素华表示， 随着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取得， 水
电八局将充分利用自身资质优势， 承接更
高端及新兴领域的工程项目， 如城市超高
建筑物、 城市快速路、 大跨度工业厂房、
污水处理工程、 地下采矿工程等， 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