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记者 戴
勤 通讯员 刘飞 陈程）近日，记者从
邵阳县召开的省重点项目中国·邵阳
国家油茶产业示范园推进会上获悉，
今年邵阳县茶油产值冲破20亿元大
关，达到24.5亿元。

邵阳县被誉为三湘“天然油
库”，有“中国茶油之都”“中国油茶

之乡”之称。近年来，该县抢抓机遇，
采取超常规的措施， 扶持发展油茶
产业，全力打造“中国油茶产业第一
县”。县里每年向油茶产业投入6000
万元以上发展引导资金，对油茶基地
山、水、田、林、路进行综合治理，并创
新推出林地流转、茶林入股、林地务
工、护林补贴、造林养老、茶林观光等

“六林”精准扶贫模式，为贫困群众拓
展富路。

着力建设中国·邵阳国家油茶产
业示范园，推动油茶产业向集群化发
展。示范园总投资8亿元，两年多来已
完成投资5.77亿元， 建成了交易、会
展、检测、培训、科研等中心，开设了
油茶博览专区，开通了“国油网”。

目前， 邵阳县油茶林种植面积
已发展到65.4万亩，年产茶油1.89万
吨， 已累计带动3.9万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廖泽华 欧阳明俐）
又是一年脐橙黄， 游客共享采摘
乐。12月9日，宜章县第四届脐橙节
在平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平乐山
庄开幕， 公司分别与工商银行融e

购、苏宁易购签约，助推脐橙线上
线下销售。

宜章是全国绿色食品脐橙原料
基地县、全国农业标准化（脐橙）示
范县， 宜章脐橙已通过国家绿色食
品认证， 并多次获全国各类农博会

金奖。 目前， 该县种植脐橙20余万
亩，年产量达10多万吨，产值5亿元
以上，带动2万余人增收致富。

这届脐橙节将持续至12月底。
开幕当天，举行了脐橙采摘活动，游
客们手拿剪刀、 袋子冲进平乐山庄
脐橙园采摘脐橙， 园里响起一片欢
笑声。同时，举行了脐橙美食雕花、
脐橙形象陶艺品制作、 骑马游果园
等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近日，耒阳市国税局稽查局干部到
某城建公司入户稽查时，向其财务负责
人李先生表明， 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监督税收执法行为，将对执法过程进行
全程录像。 李先生说：“使用执法记录
仪，客观地记录了税务执法过程和企业
行为，起到了双向约束监督作用。我们
支持这种做法！”

推广使用执法记录仪， 使执法过程
有迹可循，让执法在“阳光下直播”，这是
衡阳市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一个镜头。

先行先试
探索法治政府建设新思路

今年1月，衡阳市被国务院确定为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32家试点单位之
一，是湖南唯一一个试点城市。省政府
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试点推进
工作，成立了由副省长杨光荣任组长，
省政府法制办等单位为成员的“三项制
度”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试点以来，省政
府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肖迪明先后3
次深入衡阳基层、试点单位调研督导，
抓实抓细改革试点工作。

衡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试
点工作纳入2017年衡阳市深改任务之
列。“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是建设政治
清明新衡阳的重要抓手!” 衡阳市委书
记周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
衡阳市正处在加快建设“五个新衡阳”
的关键时期，完善“三项制度”对于促进
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
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政府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近
年来，衡阳市政府编制了《衡阳市法治
政府建设十三五规划》；组织开展了全
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推出了
市公安局等市县两级依法行政示范单
位，在全市推广“样板”示范作用；突出
依法行政考核这个总抓手，改革了市政
府依法行政年度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
更加注重日常工作与年底考核相结合。

这些有益的探索，为衡阳市推进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试点工作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

强力推进
构建“1+3+18”制度体系

衡阳市紧紧围绕中央和省政府改
革方案和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层层压
实责任，始终把推行“三项制度”改革作
为规范文明执法、依法履行职责、维护
人民群众权益的重要工作来抓，全力推
进改革试点工作。

衡阳市市长郑建新在履新后衡阳
市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上， 就专题
研究部署了“三项制度”试点工作。为广
泛调研论证，制定实施方案，由市政府法
制办牵头，组织了多轮县市区政府、市直
机关各单位的动员会、 征求意见会和摸
底会。 接着赴天津滨海新区、 山东淄博
市、长沙县实地调研参观、考察学习。

在广泛调研论证基础上，结合衡阳
市实际情况，省市两级政府法制办联合
专家智库一同起草了《衡阳市行政执法
公示办法》《衡阳市行政执法全过程记
录办法》《衡阳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办法》及六类行政执法行为18个
操作示例。6月26日，召开县市区政府法
制办和市直机关单位征求意见会，广泛
听取基层意见。7月2日， 在长沙就三个
办法和配套模板召开专家论证会，形成
了以一方案三办法为核心，18个操作示
例为支撑的改革制度体系。

衡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健介
绍， 为如期高效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强
化试点改革保障力，该市还将“三项制
度”试点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要求每个
单位制定时间任务倒排表，不按时完成
的，启动追责程序。

成效明显
执法形象不断改善

随着依法行政“三项制度”的强力
推进，衡阳市建设法治政府成效明显。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整合了行政执
法公示平台，对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
后环节进行全面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
制度方面， 目前，70%单位制定了执法
记录仪购买计划，公安、城管等执法任
务重的部门，一线执法人员基本实现人
手一台。市直各行政执法单位均建立了
《音像记录事项清单》，明确了音像记录
的具体环节、内容和要求。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方面，各级各部门均按
执法类别建立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目录清单》和《法制审核流程图》，确
保法制审核制度的可操作性。

各级各部门执法形象不断改善，执
法争议有效减少，全市营商环境和法治
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市国土局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的推行，推动了不动产登记
办证时效的加快， 法定时效由30个工
作日缩短为10个工作日； 市食药监结
合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行双随机-
公开制度开展飞行检查，取得了极好的
社会效果……

“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最
后一公里’， 衡阳市全面推行‘三项制
度’改革试点，有效促进了行政执法的
规范化、信息化和公开透明，实现了政
府及部门对行政执法的实时监督，保证
了政府内部层级监督职责的有效履
行。”衡阳市政府法制办主任杨安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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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孙靖 ）今天，省统
计局发布数据：1月至10月我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2003.16亿元， 同比增长
10.8% ； 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1494.41亿元， 同比增长23.1%，增
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3.6个百分点，

增速位居全国第17位。
数据显示，全省工业整体向好

趋势稳固，利润增长的工业行业不
断增加。前10月39个规模工业大类
行业均实现盈利， 其中，33个大类
行业利润同比增长，这一数目达到
今年以来最多。

分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盈利能力
领跑全省工业，分别实现利润131.07
亿元、124.37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均
实现倍增，形势喜人；汽车制造业实
现利润67.32亿元， 同比增长56.8%，
拉动全省利润增长2.0个百分点。

全省规模工业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好转，前10月
累计实现利润285.27亿元，同比增
长57.8%，拉动全省利润增长8.6个
百分点，利润增幅在各类企业中最
高。 非公有制企业实力亦大为增
强，累计利润同比增长16.9%，达到
1181.46亿元， 拉动全省规模工业
利润增长14.1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通讯员
欧阳静子 记者 周月桂）据海关统
计，1月至11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
2161.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
长49.2%，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
出口 1392.8亿元人民币 ， 增长
45.6%；进口769亿元人民币，增长
56.2%。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
出口总值近五成，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增长七成多。
11月当月， 湖南省外贸总额

268.1亿元，增长30.9%。其中，出口
171.4亿元，增长25.9%；进口96.7亿
元，增长40.9%。

香港为最主要进出口伙伴，对
其他贸易伙伴不同程度增长。1月至
11月， 湖南省对香港双边贸易额为
341.7亿元，增长44%；对美国贸易额

269.6亿元，增长33.9%；对日本贸易
额119.7亿元，增长60.8%。同期，湖南
省对东盟(10国)贸易额增长55.2%，
对欧盟(28国)贸易额增长48.6%。

出口方面， 机电产品为主要出
口商品，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
速。1月至11月， 湖南省出口机电产
品658.2亿元，增长56.9%，占同期湖
南省出口总值的47.3%；出口高新技

术产品201.2亿元，增长74.3%。
进口方面， 机电产品为主要进

口产品， 进口资源型产品不同程度
增长。1月至11月， 湖南省进口机电
产品349.6亿元，增长59.6%，占同期
湖南省进口总值的45.5%；进口高新
技术产品130.9亿元，增长79.8%。同
期 ， 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增长
57.6%；进口集成电路增长2.3倍。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金慧 金岚）
今天上午， 中国会展业年会暨长沙会展
经济论坛在长沙举行开幕式， 来自全国
会展业界的近500名领导、专家、学者和
企业代表出席，共商会展发展大计，长沙
市被评为中国十佳品牌会展城市。

“政府重视、产业基础雄厚、媒体业
发达等， 长沙有发展会展业的天然优
势。”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
表示，会展经济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绿色低碳经济的典型代表，
发展会展业对城市文明建设、 产业发
展、品牌营销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本次年会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为期3天，
以“产业 会展 城市”为主题，共开展3
次专题讲座，4场平行活动， 并安排了1

场签约仪式以及会展人之夜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汇聚行业精英，聚焦行业前
沿，加强合作交流。

据了解，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会展经济发展，提出“打造中
部会展高地、建设国家会展名城”的发
展目标。2017年，根据4大展馆统计，长
沙市预计全年举办展览超过210个，观
众人数达到600万人次，成交金额超过
550亿元。

“长沙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整
产业规划，加强市场主体建设，达成发
展会展业的社会共识， 预计用5年时间
初步建成‘中部会展高地’。”对于长沙
会展业的发展规划，长沙市会展办主任
陈树中介绍，将进一步着力构建“大会
展”格局，打造千亿会展产业。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记者今日从
长沙高新区信息产业园获悉，日
前，商务部举行“电子商务创新发
展应用座谈会”，公布了对全国100
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考核
排名，长沙信息产业园获得第4名。

据悉，商务部引入第三方机构对
全国100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进行综合评价，从保障能力、承载能
力、服务能力、示范能力等方面进行
综合测评。长沙因近年来政策与资本
环境进一步大幅提升，在多个指标上
表现不俗。专家点评：长沙信息产业

园先后被认定为“湖南省服务业示范
集聚区”“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电商产业基础
较好，基础设施和配套完备，电商企
业聚集，公共服务完善，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进行融资服务创新，带
动引领区域电商发展。

据长沙信息产业园相关负责人
介绍，信产园作为培育湖南省移动互
联网产业的专业园区，培育了多家以
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企业，
海翼电子、御家汇、映客直播等骨干企
业快速成长。拓维信息、湖南竞网进入
2017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2017年
前11月引进移动互联网企业1451家，
注册资本总额82.51亿元。 截至11月
底， 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4700余家。
2017年1月至11月移动互联网产业产
值达300亿元，同比增长27.6%。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 余佳） 今天，
记者从长沙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了解
到，长沙高新区今年内5家企业成功
登陆资本市场，包括科创信息、华凯
创意、长缆科技、岱勒新材和已过会
的御家汇。目前，麓谷上市企业达到
了41家，占全省的40%以上。

岱勒新材是国内最早、最大的

金刚石线生产企业。作为今年新上
市企业代表， 岱勒新材在成立之
初，便受到高新区和科技支行的主
动服务。高新区推出科技金融风险
补偿政策后，岱勒新材获批了浦发
科技银行的“科贷易”，短短一个月
内就获得了500万元无抵押信用贷
款，仅凭创新能力、科研水平作为
“信用” 先后获得超过亿元发展资

金， 在8年内实现从孵化到上市的
高速增长。

为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解决
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高新区
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着力建设麓
谷基金广场；出台《长沙高新区关
于促进科技金融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试行）》，从注册落户、开业运
营、人才引进、办公场所补贴等各

方面给予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
为主体的投融资机构以支持；并相
继出台了信贷风险补偿、债务性融
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
并购重组、改制上市、瞪羚企业认
定等8项支持政策。

此外，长沙高新区与湖南股权
交易所、深交所等合作，引进共建
了长沙科技金融路演中心，长期举
办常态化项目路演，面向全国4000
多家投资机构和1万多名投资人推
介辖区高成长性科技项目，助力营
造浓厚的上市环境。

开启阳光执法“新模式”
———衡阳市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国试点
工作掠影

100个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排名出炉
长沙信息产业园位列第四

前10月全省规模工业利润增长23.1%
利润增长工业行业数目达到年内最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好转

前11月我省进出口增幅全国第二
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五成

真心帮扶
显深情

12月10日， 爱心人士帮助
有听力障碍人士正确使用数码
助听器。当天，芙蓉区“民族情
深 与梦同行”爱心公益捐赠活
动在龙山县靛房镇九年制学校
举行。天籁列车慈善机构、芙蓉
区民宗外侨局、 长沙市民族联
谊会芙蓉区分会等共向当地贫
困群众捐赠了560台助听器设
备、300件衣物等， 并为该校贫
困学生提供4万元助学金。

曾祥辉 邓斌 摄影报道

全国会展业年会在长沙举办
预计今年长沙举办展会逾210个，成交金额超过550亿元

麓谷今年新增5家上市企业
上市企业总数达41家，占全省的40%以上

全力打造“中国油茶产业第一县”
邵阳县茶油年创产值24.5亿元

又是一年脐橙黄 游客共享采摘乐

宜章第四届脐橙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