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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张勇 徐亚平）
10月15日，长岭炼化正式出厂首批约8000
吨国VI标准车用汽油， 通过长株成品油管
道输送到株洲油库。这意味着，该公司顺利
完成新一轮成品油出厂质量升级任务，为
湖南地区车用汽柴油供应全面进入“国六”
时代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我国将于2019年1月1日起全面
实施目前世界上最清洁、最严格的国VI汽柴
油排放标准。与国V标准汽油相比，长炼此次
出厂的国VI标准车用汽油能减少更多氮氧
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尤其是一氧化碳的含
量下降了42%，主要排放指标全面达到甚至

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当前水平。
据悉， 影响长岭炼化国VI油品升级的

因素是汽柴油中芳烃、苯、多环芳烃等关键
技术指标的控制。长岭炼化成立国VI油品
质量升级工作小组，多次开展现场攻关和
实验，对相关装置工艺参数、质量指标进
行分析，通过调整运行模式、加强分析频
次、盯牢操作环节，有效控制各项参数在
新的指标范围内。试验期间，技术人员克服
装置操作弹性小、工艺跨度大等困难，解决
运行难题100余项， 化验人员增加油品采
样近200次， 较好保证了国VI车用汽油升
级需要。

售楼中心就可完成缴税
长沙一手房交易缴税不再

售楼中心和银行“两头跑”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坤 胡佳楠） 驻湘央企“三供一
业”（供水、供电、供气与物业）分离移交取
得重要进展。23日，国网湖南技培中心全面
完成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
成为国网湖南电力全面完成该项工作的第
一家企业。

作为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的直属单
位， 国网湖南技培中心积极推进“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
完成职工家属区6栋住宅楼、232户职工住

房、 建筑面积17474平方米的维修改造工
作。 当天， 职工家属区住户代表分别与供
水、 供电和物业服务等单位签署了服务合
同，标志着国网湖南技培中心“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全面完成。

省国资委副主任樊建军表示，“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是省委、省政府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重点项目之一，必须在2018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 国网湖南电力在驻湘央企中率
先开展职工家属区物业分离和维修改造工
作，确保了改革任务的有序推进。

驻湘央企积极推进“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此项任务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李书庚）蛋鸡成为养殖业增收“明星”。
记者今天从省畜牧部门获悉， 下半年以来鸡
蛋市场价格上涨，养殖户信心满满，扩大生产
意愿强烈。

据省畜牧部门监测， 近期省内规模养殖
企业的鸡蛋出库价格每件（360枚） 稳定在

200元左右，比上半年上涨30%。今天，桃源三
尖公司、 汝城金晋农牧公司的鸡蛋出库价格
每件195元。据测算，每件鸡蛋的成本150元
左右，养殖户获利可观。

鸡蛋价格高位运行，蛋鸡养殖前景看好。
由于养殖蛋鸡投入小见效快，在湘西、湘南等
山区， 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发展蛋鸡养殖脱

贫。按眼下的行情，每只蛋鸡年均利润可达30元
左右。通过“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养殖模式，
一个贫困户养殖5000只蛋鸡，扣除成本后可增
收10万元以上。

省内畜牧专家认为，鸡蛋价格大幅上涨，主
导因素是市场供求关系。入秋以来，鸡蛋消费进
入旺季。由于家禽养殖行情一度低迷，全国高代
次种鸡引种量持续下滑， 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
改变。祖代鸡市场供应呈现缺口，限制了蛋鸡产
业规模扩张，鸡蛋供应维持紧平衡，导致价格坚
挺。专家预计，年底是鸡蛋消费的高峰，此轮鸡
蛋价格行情可望延续。

鸡蛋价格上涨三成

蛋鸡成为养殖增收“明星”

长炼首批国Ⅵ油品出厂
主要排放指标全面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当前水平

10月23日，游客在“山乡巨变”群雕前参观合影。当天，益阳市高新区清溪村“山乡巨变”群
雕落成开放。该群雕高9.98米，长29.98米，雕塑主体采用青铜和花岗岩材质，展现清溪村青山
绿水、春播秋收、欢乐祥和的丰收图卷。 桂志强 摄

“山乡巨变”群雕扮靓村庄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刘银艳）
对于一些以体检等名目诱导、 骗取参保人
员住院，留存、盗刷、冒用参保人员身份证、
社保卡等行为的医疗机构， 或住院医疗费
用超过5万元，或年度门诊医疗费用明显增
高的参保人员注意了，今天，我省印发《湖
南省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
行动方案》，决定由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省公安厅、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行动，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击欺诈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 聚焦医疗保障领域违
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 以协议医疗机构
和协议零售药店及参保人员为主要检查对
象，以住院和门诊服务、药店购药服务为主
要检查内容。

行动中，将结合智能监控筛查疑点、投
诉举报线索，结合随机抽样，对医保基金使

用情况开展检查。
其中， 检查医疗机构的数量为协议医

疗机构的5-10%， 县域范围内不低于10
家；对于零售药店，检查的数量为统筹区协
议零售药店的5-10%。 重点检查协议零售
药店药品的进销存台账， 是否存在串换药
品、物品，刷社会保障卡套取医保基金的行
为。

对于参保人员， 重点检查异地就医手
工报销、就诊频次较多、使用医保基金较多
的参保人员就医购药行为，包括对2017年
以来住院医疗费用超过5万元（具体额度各
地根据情况确定，下同）的票据全面复查。
结合智能监控数据，对5万元以下票据抽样
复查；还将重点复查2017年以来，年度门
诊医疗费用明显增高参保人员的就医情
况。 统筹地区对门诊费用排名前100位的
参保人员进行全面复查等。

我省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
以协议医疗机构和协议零售药店及参保人员为主要检查对象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罗舜爱 吴昌建）“在售楼中心就可缴纳
契税和印花税，省时又省力。”今天，长沙市民
李先生在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西路某楼盘购置
商铺时，直接在售楼中心通过专用POS机，缴
纳了契税和印花税，耗时约2分钟。

而以往， 纳税人要在售楼中心取缴款通
知单到银行缴税， 再将纸质完税证送回售楼
中心，费时又费力。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以下简称：
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莫曲波介绍，
为方便市民办税，省税务局于9月1日开始，在
长沙市试点推行增量房（俗称：一手房）交易
“1+3”缴税模式，即纳税人可任意选择开发商
预售资金监管专用POS机1种基础缴税渠道
或银行柜台、税务部门办税窗口、自助办税终
端3种辅助缴税渠道完成缴税，不再需要在售
楼中心和银行之间“两头跑”。

增量房交易“1+3” 缴税模式试点推广以
来，受到了广大纳税人的好评，截至23日，长沙
市已通过“1+3”缴税模式完成缴税款19551笔。
目前，省税务局正在积极准备，拟在明年将增量
房交易“1+3”缴税模式向全省推广。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陈淦璋 刘
永涛 通讯员 陈鉴）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昨天发布三季度全省金融运行数据： 至9月
末，全省新增小微企业贷款812.2亿元，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8177.5亿元， 同比增长15.4%，
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4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1至9月， 全省新增小微企业

贷款812.2亿元，其中，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
款新增281.8亿元。三季度，全省新发放小微
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91%， 环比下降20个基
点，相比全部贷款利率水平低41个基点。

在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的引导和督促
下，银行机构创新小微信贷产品和服务，积极
调整利率定价策略，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量

扩、价降”，政策效应逐步体现。如招行长沙分行
成立普惠金融服务中心， 设立12个小微金融服
务团队，推出“PAD移动作业平台+零售信贷工
厂”业务模式，利用金融科技大幅简化小微企业
贷款审批流程。 长沙银行发行20亿元小微金融
债券， 募集的存量资金已全部用于小微企业贷
款投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于该行平均水平。

前9月全省新增小微企业贷款超800亿元
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