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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罗舜爱 郭希范）今天，记者
从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联合举行的“税
企连心话春风” 主题活动上获悉，去
年，我省“千户集团”根据新的标准， 有
26户总部驻湘企业集团成为“千户集
团”新成员。 全年全省国税系统312户
（含总部在外省的企业集团）“千户集
团”，合计入库税收收入1336.77亿元。

2015年， 国家税务总局按集团
年纳税额3亿元以上的标准，确定了
1062户重点大企业集团，简称“千户
集团”。 去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
一部署，“千户集团” 企业标准由集
团年纳税3亿元以上调整为年纳税1
亿元以上，按此标准，我省包括湘江
涂料、九芝堂、步步高、现代投资等

26个总部在湘的企业集团成为我省
“千户集团”新成员。

近年来，全省税务系统针对“千
户集团”企业，推出了一系列优化营
商环境的举措， 如通过举办税企沙
龙、专题调研等形式，建立大企业涉
税事项协调会议机制， 为大企业解
决涉税事项跨区域协调等涉税难
题。2017年，全省税务系统共为大企
业提示资产损失税前扣除、 收入费
用归集不准确等税收风险5827条。

在今天举行的“税企连心话春
风”主题活动中，税务部门对威胜集
团境外设厂税收操作、 中南出版传
媒增值税税率新规执行、 现代投资
纳税信用等级调整等24个涉税难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
成通讯员罗舜爱陶九虎）记者从今天
全省税务系统举办的“引进来走出
去”税收政策分享会上获悉，去年省
国税为“走出去”企业办理享受税收
协定59笔，减免税额1.8亿元。今年，
还将落实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新规、
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新规等税
收政策，税收红利进一步释放。

为鼓励企业“走出去”，近年来，
全省税务系统通过建立重点跨国企
业定期走访和定点联络制度、 组建
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专家团队、开
展国别税收信息研究、 开通12366

“走出去” 纳税服务热线专席等方
式，为企业跨境投资经营提供实时、
高效、丰富的税收服务。全面落实境
外投资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工
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 工程类服务
免征增值税， 高新技术企业境外所
得享受15%优惠税率， 境外所得税
收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

会上，税务部门对中联重科、隆
平高科、水电八局、华菱钢铁等70多
家跨国企业代表提出的境外所得税
收抵免新规、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
涉税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吴建斌

4月24日，小雨中的花垣县十八洞
村，游客依然络绎不绝。村口的停车场
边上，村民施兰玲的“阿雅小吃铺”前
围满了游客。 施兰玲告诉记者：“几乎
天天给游客做免费导游， 还要提醒司
机预留手机号码。停车场小，经常要打
电话移车。”

走进十八洞村， 感受最深的，就
是如施兰玲这般洋溢在村民们脸上
的文明新风。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经过3年多努力，2017年2
月，十八洞村摘掉贫困村帽子，全村
136户、53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
困发生率从56.76%下降到1.28%。
2017年11月， 在中央文明办举办的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评比中，十八
洞村榜上有名。

短短4年时间，十八洞村就从一
个深度贫困村变为全国文明村，这一
成就令人瞩目。

十八洞村的脱贫发展， 首先体现
在产业上。 该村通过发展民族文化乡
村游、特色种植和养殖业、苗绣加工和
劳务输出等产业， 村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7年的
10180元。基础设施也得到极大改善，
水、电、路通了，全村实现无线网络全
覆盖。

但作为全国文明村的十八洞
村，又不止于此。向贫困宣战，不仅
要有物质的投入， 更需要催发内生
动力；美好的生活，不仅是“仓廪实
衣食足”的生活水平，还包含“知礼
节知荣辱” 的社会风气。“扶贫先扶
志、治贫先治根、提振精气神，让精
神的力量发挥先导作用， 才能让村
民们真正从思想上走出贫困。”村支
书龙书伍如是说。

3月18日，十八洞村举行了主题

为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的道德讲堂活
动。从2014年9月23日第一期道德讲
堂开讲以来，这已是第九期了。对村
民来说，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道
德讲堂不仅要学习党和国家政策，更
多的主题是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火车轮下救人的龙
兴刚、拾金不昧的杨秀富、自力更生
脱贫的杨进昌等村民上台讲述自己
的故事，为村民树立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榜样，激励着村民们凝心聚力抓
好村里各项建设，也使文明意识潜移
默化地渗透到了他们的心底。

十八洞村推行的“思想道德建设

星级化管理模式”， 更是让村民们形
成了比学赶超的气氛。村民以组为单
位互相评分，当场宣布结果。评分内
容包括社会公德、 个人品德等六大
块， 其中首项就是“支持村公益事
务”。 每户按家庭成员计平均分，90
分以上为五星级家庭，80分以上为
四星级家庭，以此类推。每到年底，还
要评选出村道德模范以及最美保洁
员、优秀村民、拾金不昧和自力更生
脱贫典型予以表彰奖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因不准
电杆架在自己田里而“大闹村部”的
施六金，如今村里修建停车场，主动

无偿让出1亩多地； 供职于花垣县某
公司的龙进，多次推掉公司安排他出
差的机会，回村参加修路、改水等公
益活动……

“如今的十八洞，是鸟儿回来了，
鱼儿回来了，虫儿回来了，打工的人
回来了，外面的客人也来了。”花垣县
委驻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
石登高说。

这是一幅幸福文明的田园景象。
“投入有限、民力无穷，自力更

生、 建设家园”， 村民们自己总结的
“十八洞精神”，生动诠释了如今十八
洞人的精神家园。

文明花开十八洞

� � � � 4月24日，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龙拔姐（左一）在自家门前给游客表演打苗鼓。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摄

我省纳税“千户集团”扩容
去年全省312户“千户集团”合计入库税收

收入1336.77亿元

企业“走出去”
可享受多项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将释放更多税收红利，落实境外所得税收

抵免等新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春末，大小商家早早摆出了热辣
的夏装， 吸引着女性消费者； 夜宵摊
上，小龙虾的肉质逐渐饱满，食客们重
新在夜晚聚拢起来；大小景区内，暮春
的花朵依旧灿烂，赏花人群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 我省消费市场势头
良好，节假日期间消费更是红火，线
上线下均呈现新亮点， 消费升级态
势明显。据统计，一季度，我省消费
市场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1%。

商业业态蓬勃发展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省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41.8亿元，
增长11.1%。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
消费促进处表示，一季度，我省消费
增长基本平稳，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各类业态蓬勃发展。

一批零售企业加快创新转型，
新的业态和经营方式竞相涌现。位
于长沙河西的步步高梅溪新天地，
每到节假日便人山人海， 在这家极
具创新意义的超级 MALL里，有许
多体验式和主题式场所， 如中国最
大的蜡像馆、 国内首家航空主题的
太空飞行馆、娱乐王国主题乐园、可
以承接国际赛事的真冰场等。 友阿
集团不断强化旗下的奥特莱斯业
态，增强体验式消费。通程控股顺应
市场新模式，打造复合型卖场，受到
消费者的追捧。

此外，超级市场、社区店、专卖
店、购物中心、仓储式商场等零售业
态遍布全省城乡，自动售货、无人店、
电子商务、 网上购物等新的零售业
态，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蓬勃兴
起。

尤其是今年2月，步步高集团与
腾讯、京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并分别向腾讯转让6%股份、向京东
邦能转让5%股份，三方共同以智慧
零售为愿景，重塑零售行业价值链，
这让湖南零售行业的未来更让人期
待。

互联网在悄然改变着湖南人的
消费方式。今年以来，网络零售等新
兴业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一季度
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33.6%， 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
法人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
收入增长18.5%， 均高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商品销售亮点纷呈， 升级类商

品增长较快。春节期间，健康饮食观
念带动鲜活优质进口产品、 地方特
产、 时令水果等商品热销， 澳洲龙
虾、墨西哥活水蚌、波士顿龙虾等越
来越多的洋海鲜“爬”上了湖南人的
餐桌。“她经济”时代，商场针对女性
消费者， 在妇女节期间启动了系列
促销活动，赚得盆满钵满。

据统计， 一季度我省消费升级

类商品零售迅猛增长， 全省化妆品
类商品、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
品、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分别同比
增长34.4%、13.1%、15.6%。

新兴消费成长空间大。一季度，
全省限额以上法人单位中， 汽车类
商品增速明显回升 ， 同比增长
13.4%， 同比加快10.6个百分点，拉
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1.3
个百分点。

作为消费升级的象征， 服务消
费、文化消费也更加繁荣活跃。旅游
市场持续火热，家庭亲子游、春季赏
花游、小长假短途游成为热门选择；
节假日里，电影院、剧场、音乐会、书
店人山人海。

省商务厅分析， 目前的消费群
体已经从“60后”“70后” 向“80后”
“90后”“00后”转移，后者已经成为
新的消费群体， 消费市场更显多元
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升级态势
明显。随着消费不断升级，信息、医
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服务型消费
发展潜力巨大， 这些都将进一步促
使消费驱动湖南经济发展。

商贸流通优化升级
今年以来， 我省积极推进商贸

流通领域“千百工程”建设，推进商
贸流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打造我省商贸流通产业发展
的骨干队伍。

根据规划，未来3年，我省
将培育壮大100家重点零售企

业、100家重点批发企业、100家重点餐
饮企业、100家重点酒店、100家重点电
商企业，在市（州）、县（市、区）新建改造
100个商贸流通综合体。

为推动“千百工程”， 省商务厅表
示，今年，我省将继续深入实施“互联网
+商贸流通”，推进电子商务示范体系建
设，推进传统企业“融网”转型，依托优
势产业，建立网上特色馆、产业带、电商
特产专区，开展“湘品网上行” 和网销
“一县一品”系列活动，促进湖南产品销
售。

进一步推动“湘品出湘”，拓展“湘
品出湘”新渠道，支持省内大型超市在
省外旗舰店设立湘品出湘专区，展示销
售名优湘品，组织开展“湘品走天下”系
列活动，在全国重点地区宣传推介湖南
名特优新产品。

继续举办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
会、湘菜美食文化节、湘菜博览会、“湖
湘食材供天下”、湘菜论坛、湘菜品鉴以
及市（州）县地方特色美食节会活动，面
向全球华人聚集区开展湘菜宣传推广，
扩大湘菜在全国乃至海外的影响。

深入挖掘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继续
加大对农村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健全和发展农村商业网点，通过“电商
进农村”“电商扶贫”等行动，不断活跃
农村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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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势头正旺

———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观察之五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张所长，你说没问题我们就安
心了。”4月中旬的一天，长沙县 梨
街道陶公庙社区龙华路两边的门面
业主，终于放下悬着的心，在新增变
压器布点方案通知书上签下字。

人们口中的“张所长” 叫张立
志。提起这位“技术＋管理”全能的
所长， 当地老百姓们都会竖起大拇
指称赞“有两把刷子”。

梨街道是长沙县经济发展的
前沿阵地，人口多、企业多，用电需
求大。 由于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
电力基础设施陈旧，电压低、跳闸多
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里的百姓，却
在张立志手上解决了。

2014年3月，46岁的张立志不
顾亲友反对，跳出“舒适圈”，满怀雄
心壮志来到国网长沙供电公司长沙
县 梨供电所，准备大干一番，迎接
他的却是“一脚踏进沼泽地” 的窘
境。

“事在人为，压力就是动力！”走
马上任， 雷厉风行的张立志说干就
干。

为了摸清“家底”， 掌握症结所
在， 他白天忙着抢修巡线， 晚上组
织骨干商讨谈心。 197.6平方公里、
559个台区、27条10千伏线路，《安全
生产实施细则》《台区经理承诺书》
《同业对标管理实施细则》《绩效考核
实施细则》 ……不到3个月时间，张
立志用脚步踏遍了 梨街道的每一
寸土地， 拿出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
度。

“必须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供
电所才能走上正轨。” 张立志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一边对员工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一边自己带头执
行，一视同仁。

去年夏天，长沙遭遇特大洪灾，
旱涝急转。从防汛抗洪到抗旱保电，
张立志总是带头冲在最前线。 风雨
中， 连续数日在大堤丁架设临时线
路；骄阳下，昼夜奔波在一个个断电
抢修现场。

他以身作则带动了身边的人。
渐渐地， 过去只动口不动手的员工
也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以前经不
起一点风雨的线路变得稳定， 原来
工作落后的 梨供电所也被国家电
网评为“五星级”供电所。

4年来，他争取资金改造投入近
2亿元，新建台区98个，改造10千伏
线路51公里，让辖区1.6万户低电压
客户用上了放心电、安全电。

“供电所与千家万户打交道，让
老百姓用电满意就是我们的使命和
责任。”作为一名连任四届的县人大
代表， 摸爬滚打奋斗出来的张立志
并没有满足现状， 更明确了今后的
职责， 要将他对电力事业的热爱和
激情传递下去，培养出一批80后、90
后技术骨干。下一步，他要把 梨供
电所打造成业务协同运行、 人员一
专多能、服务一次到位的“全能型”供
电所。

采访结束告别时， 他悄悄告诉
记者，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是《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人活着就应该有
点追求，就要不断奋斗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