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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奉永成）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商事制度改革将通
过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等改
革，缩短企业开办时间，着力解决“准入不准
营”问题。

自2014年实行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我省
先后推行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市场主
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革、“三证合
一”“五证合一”和“多证合一”改革、个体工
商户“两证整合”改革、工商登记前置审批制
度改革，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电子营
业执照、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制度、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登记管理等改革，市场准入及退出
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

今年， 我省将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推动“照后减证”，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实
现企业开办时间减少一半，将浏阳市确定为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试点地区；持续全面推进
涵盖市场主体登记全过程、各环节的便利化
改革，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登记全程电子化
服务；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加大“僵尸企
业”处置力度；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探索
形成覆盖行政许可、行政服务等领域的“一
次办结”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和
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奉永成）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会上获悉， 我省将药品广告异地备案、因
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等99项事项纳
入“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范围，在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14个国家级园区试点推行。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更大范围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我省
决定从国务院确定的116项行政许可等事项
中选取部分事项，分别采取取消审批、取消
审批改为备案、 简化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加强市场准
入管理等5种管理方式，开展“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工作， 并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宁乡经济技术开
发区、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望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湘江新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岳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郴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娄底经济技术开发
区等14个国家级园区试点推行。

� � � � 湖南日报 4月 17日
讯（记者 奉永成）在今天
召开的湖南省商事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会上，省工
商局发布的《2017年湖
南省市场主体发展报告》
（简称《报告》）显示，商事
制度改革激发了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的激情，全
省市场主体总数从改革
前的222.61万户增加到
344.53万户， 注册资本
（金） 总额达67584.76亿
元。

《报告》指出，我省商
事制度改革以来，各级简
政放权力度加大，改革红
利不断释放， 准入便利、
进退有序、健康平稳的营
商环境日渐形成，全省各
类市场主体继续保持良
好发展态势。2017年，全
省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
主体68.32万户， 新登记
市场主体注册资本（金）
总额达14568.54亿元。

《报告》分析认为，全
省市场主体呈现出内资
（非私营） 企业资本实力
持续增强、私营企业创业
活力持续释放、外资企业
发展质量持续提升、个体
工商户发展稳中有升的
特点。截至2017年底，全
省实有内资（非私营）企
业6.41万户， 注册资本

（金）总额16843.32亿元，2017年注册资本（金）
规模亿元以上企业达3300户、 新登记注册企
业集团34户， 全年共54家国有企业改制为公
司； 全省私营企业共有投资者人数达126.1万
人，实有私营企业63.87万户，注册资本（金）总
额38650.17亿元， 私营企业户数、 注册资本
（金） 总额比改革前分别提高13.3和12.9个百
分点； 全省外商投资总额达10676.36亿元；新
登记注册和实有个体工商户加速增长，2017
年新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达50.36万户。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琴 李文博

4月8日，走进新化县吉庆镇漆树坪
村，鲜艳的花朵和绿意盎然的行道树，将
乡村和院落装扮成了小花园。

61岁的汪永林在水田里忙得不亦
乐乎。下罩、弯腰、捉鱼……不一会工
夫， 一条条活蹦乱跳的田鱼被装进桶
里，只等给顾客送去。汪永林笑呵呵地
说：“稻田里放点鱼苗 ， 一年能增加
4000块钱收入。”

漆树坪村地处山区，是典型的石灰
岩干旱地区，人畜饮水困难，是出了名
的省级贫困村。因为缺水，全村水稻种
植产量低， 有些村民干脆放弃耕种，外
出打工。

2015年4月，娄底市纪委驻村帮扶
工作队一进村， 就把解决安全饮水问
题作为头等大事， 全面实施饮水和灌
溉工程。村里全体党员出义务工，村民
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仅仅4个月，家
家户户都喝上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2016年， 覆盖全村的网格式灌溉水渠
修建完成， 为全村的产业发展打下了
基础。

“输血”更要“造血”。漆树坪村山多、
人少，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都是

老人和小孩，劳动力严重不足。如何实现
精准脱贫？ 工作队请来农技专家到村里
调研考察， 发现稻田养鱼成本低、 周期
短， 技术要求不高， 加上当地生态环境
好， 于是把发展目光锁定在全村的400
余亩水田上。

蓄水插秧在即， 工作队却发现村
里发展稻田养鱼的“硬伤”：田埂硬化
不到位，水田蓄水能力差，鱼苗的成活
率低。

工作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开会，商
议硬化田埂的相关事宜。 村主任谢淼初
算了一笔账：按亩产600公斤稻谷来算，
一亩水稻收入可达2000元；稻田里再养
些鱼，按市场上13元一公斤的价格算，又
可增收3000多元。算好了“经济账”，村
民们信心倍增，主动筹工筹劳，加速建好
水泥田埂。

田鱼吃稻花，纯天然养殖，鱼肉鲜嫩
爽口，很受欢迎。“去年，靠卖田鱼、牛、猪
等农产品， 收入2万多元， 我成功脱贫
了。”村民罗功瑞正计划将田鱼养殖扩大
到5亩。

水来了，产业也有了，工作队又谋划
起修路，打通山货“出口”。去年，两条总
长6公里的通组公路正式建成，道路两旁
种满了红叶石楠、蔷薇等苗木，不仅解决
了交通问题，还提升了乡村品位。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向晓玲

4月14日，春暖花开，正是迷迭香
最佳生长期， 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迷
迭香产业基地里一片忙碌， 村民们或
扦插幼苗，或挖沟培土。放眼望去，绿
油油的迷迭香布满田间地头； 微风拂
过，芳香悄然入鼻。

迷迭香是一种唇形科灌木， 一次栽
植，可多年采收。其花和叶子是制作空气
清新剂、驱蚁剂、抗氧化剂和迷迭香精油
等的原材料。

“种植迷迭香不仅能脱贫，还可一举
致富。”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田发家告诉记者，近几年，迷迭香市
场需求大，价格高，种植技术日渐成熟，
收入可观。 今年，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
下，田发家申请了小额扶贫贷款，将种植

规模扩大到80亩。 按去年价格估算，一
亩迷迭香年产值约5000元， 除去成本，
纯收入可达3000元，田发家对今年脱贫
致富信心满满。

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早在2003年
就有村民种植迷迭香， 当时武陵阳光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为做试验， 请村民试种
了10亩迷迭香，试验大获成功，公司开
发的产品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种植技术
也日益成熟。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后， 扶贫工作
队因地制宜，采取“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由公司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按
市场价收购， 引导村民大面积种植迷
迭香。

目前， 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已发展
迷迭香种植基地上千亩， 24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通过种植迷迭香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鞠文霞

近日，“田汉故里好家风” 书画展在长沙
县果园镇举行。

长沙县为什么能孕育出国歌歌词作者田
汉？除了浓厚的湖湘文化气息熏染，家乡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视， 老百姓喜欢戏曲等因素
以外， 田汉先生受家风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原
因。据田汉的长孙田钢等人回忆，爷爷在世的
时候， 同桌吃饭， 要求用筷子夹菜都不能造
次，只能夹靠近碗边的那一点。

田汉诗社社长杨明乐介绍，《田氏家训》
共十四则：“重孝悌，敦忠信，崇礼义，尚廉耻，
敦本业，遵国法，慎婚姻，谨闺门，慎交游，戒
争讼，崇朴实、饬丧纪，崇俭约，敦善行。”看起
来字数不多，简单易记，却浓缩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诸多兴家治国理念。

田汉先生的成长与《田氏家训》分不开，

《田氏家训》迄今被田氏以及当地其他家族推
崇践行。 田汉故里的村民至今发扬着积极向
上、宽厚仁慈、遵纪守法的优良传统，保持着
山泉一样纯洁的品质。

从2017年5月起，长沙县组织文艺工作者
多次到果园镇农户家进行采风创作， 半年时
间收集当地家风、家训、家规有关资料500多
条， 近2万字。 从中精选提炼出200条家风家
训，请知名艺术家进行创作。这次展览的书画
作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精品。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尊师重教，孝敬长
辈，乐于奉献，服务人民。”这是果园镇杨泗庙
社区田伯仙家的家训。田伯仙今年76岁，丈夫
是长子， 公公去世早， 刚结婚时弟弟妹妹还
小。她不仅要料理十来口人的生活起居，还多
年照顾着患病的婆婆。当年的孝心，已在后辈
身上得到了传承。这24个字的家训，已深深镌
刻在田家人的骨子里。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长
沙县挖掘田汉故里每个家庭“家风、家训、
家规”背后的故事，并出版作品集，让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民群众长久的
自觉行动，让优秀的“家风、家训、家规”融
入千家万户。

“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10个字，是
果园镇杨泗庙社区港背组黄勇家的家训，出
自《周易》。意思是君子顺应自然规律来培养
自己的品德，从细小起步，不断积累，逐步培
育高大完美的人格。

黄勇和太太两人白手起家，勤俭节约，开
创出一片新天地。 他太太杨明乐现在是长沙
县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 果园商会副
会长，也是田汉诗社社长。两年前，两人将自
家房改成收藏馆，挖掘田汉文化这座“富矿”，
杨明乐每天超过2/3的时间花在整理家风、家
训等文史资料上。“曾经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讲
他的一个亲人与田汉有关系， 我第二天就根
据他的线索，去了湖北枝江。”在枝江，杨明乐
找到了89岁的田稼老先生， 老先生用一生时
间编写了44万字的《湘水横流》，反映果园大
事记。 她还多次到北京拜访写作《田汉一家
人》的易海云。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蒋睿）今天，
以“精准服务促就业，汇聚人才助发展”为主
题的2018年湖南省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启动
仪式暨专场招聘会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拉
开了为期一周的全省“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序幕。
本次招聘活动以2018届高校毕业生为

重点服务对象，同时面向去产能企业分流职
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等各类求职者； 招聘企业主要以民营企

业、中小微企业为重点，并鼓励各类企事业
单位参加招聘活动。活动当天，招聘会现场
人头攒动，各家招聘单位展位前都围满了求
职者，气氛热烈。据统计，当天共有265家民
营企业和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达11587个，涉及的行业领域包括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等，1859人现场达成求
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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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不准营”
不再是难题

今年将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

“证照分离”
渐成新常态
99项事项纳入改革试点范围

精准扶贫在三湘

稻田肥 鱼儿跳

通讯员 严洁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山上，漫无边际的竹海依山抱石，漫
山遍野的杜鹃姹紫嫣红；山下，几百亩桃
花、李花俏上枝头，犹如一幅田园诗画。
从清明节以来， 东安县川岩乡因风景旖
旎，吸引一批批的摄影爱好者、驴友和游
客慕名前来踏青观光。

川岩乡位于东安县中西部， 山区资
源丰富，其中，喀斯特溶洞群、将军棋、乐
子冲吊脚楼古民居群等旅游资源尚待开
发。全乡有林地面积11万亩，含10万亩
南竹，素有“南竹之乡”的美称，是湖南省
重点南竹基地之一。

2016年以来，川岩乡依托丰富的自
然资源，把打造“花果之乡”作为脱贫攻
坚、乡村旅游的重要抓手，以紫荆道中
赏荷花、竹海林里看紫薇为目标，打造
了上界头村万亩杜鹃花海 ， 松江村
1000亩太空莲基地、500亩红麻基地、
300亩桃李园和50亩太阳花基地。在上
界头、松江村等全乡重要景点的通村公
路两旁， 种植了万株紫荆花和紫薇花，
初步形成了春季山上映山红、山下桃李
香，夏季山外赏荷花、山里看紫薇，四季
云雾竹海、游客不断的盛景。2017年，川

岩乡成功举办了东安首届荷花节， 当年
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
450万元。

“这两年，乡里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
升。去年，园子里的桃子和柰李基本不用
拿到外面去卖， 都是游客直接到园子采
摘，享受农趣。特别是举办荷花节后，柰
李的价格从每公斤10元上升到了每公斤
30元。” 黄生西是松江村水果种植大户，
他和徒弟共同种植的300亩桃李园，常
引来赏花的县内外游客。

随着“花果之乡”美名扬，川岩乡采
取“合作社+公司+大户+贫困户” 的模
式，成立了太空莲种植合作社、红麻种植
合作社、 松江旅游合作社等6个合作社，
通过土地流转分红和合作社务工， 先后
助力529户贫困户摘下贫困帽。

“去年，合作社把我家的土地流转过
去，又聘请我到太空莲基地做事，每天80
元工资，让我有了两笔收入，当年就脱了
贫。”松江村贫困户蒋玖发乐呵呵地说。

2018年，川岩乡又积极争取县委、
县政府和上级部门投入1270万元，用
于改善人居环境，开展河道整治、农田
改造等，“花果之乡” 振兴之路越来越
宽广。

山花开 游客来

迷迭香 漫山野

全省“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启动

“重孝悌，敦忠信，崇礼义，尚廉耻……”

田氏家训 明德惟馨

4 月 17
日，嘉禾县珠
泉中学，留守
学生体验沙
盘 游 戏 。 当
天，该县妇联
组织心理咨
询师、志愿者
走进该校为
留守学生开
展“关爱留守
学生心理健
康” 活动，通
过心理辅导、
互动娱乐等
形式，营造健
康的氛围。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彭雅惠 陈新
王晗 黄明奇）4月起至今年10月底， 长沙
市禁燃区内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用户和
工商业用户“煤改气”将获得优惠。今天，长
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宣布， 全力配合长沙
市“蓝天保卫战”燃煤污染整治工作，出台
“煤改气”优惠方案。

根据方案，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
在长沙市社会救助局备案的低保户、 特困
户， 给予天然气庭院管网和室内管道安装
费优惠200元/户；对在市社会救助局备案
的残疾人， 给予天然气庭院管网和室内管
道安装费优惠290元/户；对燃煤拟改造的
工商业用户， 给予天然气庭院管网设施建
设费优惠600元/家，对一次性付款的工商

业用户，在已享受优惠基础上，安装费再下
调10%。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表示， 近期将
陆续在市内各小区张贴“煤改气”报装流程
和联系人电话。

长沙市自启动“蓝天保卫战”以来，燃
煤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全市共查
处燃煤污染问题1万余处，收缴燃煤超10
万公斤；禁燃区内燃煤制售点、燃煤锅炉
全部清零。根据《长沙市禁燃区燃煤污染
整治工作方案(2018-2020年)》，全市将持
续推进禁燃区清洁能源改烧工程， 通过
提高天然气普及率， 力争2020年城区清
洁能源使用基本覆盖， 从根本上解决燃
煤污染问题。

长沙市四类用户
可享受“煤改气”优惠

关爱留守学生
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