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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胡敏 唐娇

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改革
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湖
南共有4人上榜，总部设在浏阳的蓝思科
技集团的董事长周群飞是其中之一。

民营经济活则县域经济活。近年来，浏
阳市采取一系列举措， 为民营经济做大做
强保驾护航，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89%以上税收和GDP
蓝思科技集团在浏阳经开区发展壮

大，成为世界玻璃触控面板“执牛耳者”，
也成为浏阳民营经济的标杆。

2006年，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浏阳成立， 边建设边投产，“两个月建一
个工厂、一年新建一个工业园”。“这里有
开门迎客的诚信， 有全心全意热忱服务
的真心，有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他
们感动了我。 ”回忆当年落户浏阳，周群
飞感慨地说，“不管其他地方提出什么样
的条件，我都会留在湖南、留在浏阳。 ”

浏阳，是民营企业的福地。包括蓝思科
技在内，有8家上市公司从浏阳登陆资本市
场，浏阳上市企业数居全省县（市、区）第
一。前不久，陈飞豹、黄蔚德、黎福根、罗鹏、
张学武、张尚友等浏阳企业家，被评为长沙
市改革开放40年杰出民营企业家。

2013年，浏阳市非公有制企业为4.2
万户；今年9月，达到8.2万户，占企业总
数94.4%。

今年1至9月， 浏阳市实现民间投资
588.8亿元，同比增长27.7%；民营经济为
浏阳贡献了89%以上的税收、89%以上
的GDP、86%以上的就业岗位、86.3%以
上的新增就业。

“非公经济已成为全市经济持续稳
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促进就业的重要渠道。 ”浏阳市委主
要负责人说。

加法：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企业发展得好， 得益于近些年来浏

阳市出台的一揽子好政策， 做好了服务
企业的“加法”。 2013年，浏阳出台《关于

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具体政策措施38条。 全市各级各部
门负责人深入一线，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
面临的资金、用地、用工等难题。

湖南启泰传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国秋说， 当年他带着科研团队来到浏阳高
新区，资金上出现困难。浏阳高新区上下联
动、全力以赴，通过代建厂房等途径推动项
目落地，最终帮启泰公司渡过了难关。

今年5月，浏阳又出台《促进社会投
资十条》，从支持工业发展壮大、补齐服
务业发展短板、推动农业产业化、放宽民
间资本准入、 推动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
济等方面，推出了10大类政策措施，进一
步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如今，以浏阳经开区、高新区、两型产
业园区为聚集区，浏阳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 机械制造、 健康食品4大产业蓬勃发
展。 去年，浏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872
家，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2579.2亿元。

减法：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在浏阳，企业有尊严、有归属感、有

幸福感！”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忠明说， 这是因为浏阳有
优良的营商环境。

为企业轻装上阵做“减法”，帮企
业办事减流程、时限、费用。 去年4月，
浏阳在全省率先启动“最多跑一次”改
革，全面实现行政审批提速，为企业减
负。“我们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
工作日内， 成为全省企业开办审批时
限最短的地区。 ” 浏阳市编办负责人
说。

优化营商环境，浏阳一直在行动。
今年 10月 8日， 浏阳推出一个新举
措———出台 《“企业家绿卡” 实施办
法》。 持有“企业家绿卡”，可在浏阳辖
区内获得子女入学、就医就诊、旅游观
光、候机乘机、仲裁诉讼、政务服务等
多方面的优质服务。首批共有305名企
业家通过了“企业家绿卡”发放审批。

“我举家搬迁到这里，已把自己的根
深深扎在了这片土地上。”在浏阳办企业
的黑龙江人、 安邦制药负责人陈飞豹感
慨地说。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金慧）
10月27日，第99届全国糖酒商品交
易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
幕。 这届糖酒会吸引来自4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3012家企业参加， 展出
商品数万种， 观众累计超过15万人
次。

这届糖酒会期间，举办各种论坛
12场， 主要聚焦新经济、“互联网+”、
智能制造、供应链金融等热门话题，

也涉及展会商业模式创新、 区域市
场行情分析等， 国内外知名经济学
家、咨询专家、酒类和食品行业专家
及龙头企业代表等参加。

为保障这届糖酒会成功举行，
长沙市及相关区（县）共出动社会安
保力量7000余人次。 同时，地铁、公
交车、 摆渡车、 出租车等多层次配
合， 满足参会客商与观众交通出行
需求。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喻玲 记者 左丹）10月27日至28日，
第五届中欧功能性路面学术研讨会
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来自德国、荷
兰、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30名专家和同济大学、 东南
大学等国内近50所高校的200余名
学者出席。

研讨会以“功能性路面的成果
与展望”为主题，设立了中国-荷兰，
中国-德国分会场。 中国工程院院
士、 长沙理工大学郑健龙教授带来
了精彩的主旨报告。他表示，功能性
路面主要就路面特殊需求开展研

究，比如寒冷地区、冰冻地区等，未
来智慧城市、 无人驾驶汽车对路面
也提出了更多功能性的要求。 道路
除了本身承载的与之相关的功能以
外，还会对整个城市环境产生影响。
谈到对未来道路他认为应该朝“两
性两化”发展，即更加具有安全性、
耐久性、绿色化、智能化。

中欧功能性路面学术研讨会迄
今已成功举办四届， 是由哈尔滨工
业大学、东南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
学、荷兰代尔福特大学于2010年发
起的， 目前公路路面领域国际最为
知名的学术会议之一。

� � � �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 （通讯员 张文
博 黄勇华 记者 周月桂）记者今天从长沙
海关获悉，一批从美国邮寄进境、申报为零
食的干虾米， 近日被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
办关员查获， 这是长沙海关首次从邮递快
件渠道查获该类产品。长沙海关提醒公众，
进出境携带或邮递相关水生及动植物产品
时，要提前拨打“12360”海关热线或登录
“长沙海关门户网站”， 向海关了解是否为
禁止进出境物品， 以免造成不必要财物损
失。

这批违规邮寄进境的干虾米共计12
包，总重1.5公斤。 因该批虾米未办理检疫
审批手续， 也未出具输出地区相关检疫证
书， 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已对该批
干虾米进行截留， 下一步将按法律法规作
相应处理。 据了解， 干虾米为水生动物产
品，由于来源不明，生产渠道未知，且未经
检验检疫，有可能携带多种细菌、病毒和寄
生虫，存在传播疫情的风险，属国家禁止寄
递进境物品。

浏阳为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护航

激活县域经济“一池春水”

中欧专家共商功能性路面
发展趋势

第99届全国糖酒会落幕

干虾米也不能随便进出境

� � � � 10月28日，宁远县湾井镇周家坝村，游客参加赶鸭子比赛。 当
天，该县举办“舜耕田园·多彩大凤”趣味农耕文化活动，游客和村民
在赏优美田园、玩趣味农耕、吃农家土菜中欢度周末。 乐水旺 摄

趣味农耕

进口五价轮状病毒疫苗入湘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亚娜 沈

菁）10月28日，进口口服五价轮状病毒疫苗在长沙市妇幼保
健院正式上市，填补了我省多价轮状病毒疫苗的空白，将帮
助婴幼儿预防感染轮状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信息显示，腹泻病是造成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球每年约有52.5万名5岁
以下儿童死于腹泻病。 其中，轮状病毒是导致儿童发生严重
腹泻病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在我国，G1、G2、G3、G4和G9为
常见的轮状病毒病毒株。 进口五价轮状病毒疫苗适用于6至
32周龄婴儿接种，可预防常见婴幼儿轮状病毒肠胃炎。 该疫
苗采用三剂口服免疫程序：6至12周龄口服第一剂，其后剂次
各间隔4至10周，并在32周龄内完成全部三剂次口服接种。

九价宫颈癌疫苗
在湖南上市

湖南日报10月2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亚娜
沈菁）今天上午，湖南九价宫颈癌疫苗“首针”在长沙市妇幼
保健院接种完成。

宫颈癌疫苗是一种预防宫颈癌发病的疫苗。 宫颈癌主
要由感染人乳头瘤病毒（HPV）引起，该疫苗通过预防HPV
病毒感染，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 宫颈癌疫苗有3种，
其中二价和四价疫苗早已上市，而九价疫苗今年刚获批进入
中国市场。 从功效上看，二价、四价疫苗可以预防70%宫颈
癌，四价疫苗在二价疫苗基础上增加预防约90%的生殖器
疣，而九价疫苗可预防超过90%宫颈癌和90%生殖器疣。

专家提醒，二价宫颈癌疫苗适用于9-45岁女性，四价疫
苗适用于20-45岁女性，九价疫苗适用于16-26岁女性，
20-26岁之间的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接种任意一种疫苗，但是
注意不能混打。 宫颈癌疫苗由于未能覆盖所有高危HPV型
别，只是预防作用，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因此，即便接种
过疫苗，还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另外，安全的性行为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疾病的预防也很重要。

据悉，九价宫颈癌疫苗三针接种完共计价格约3982.5元
左右。 目前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及长沙市疾控中心已开放九
价宫颈癌疫苗注射门诊，之后，湖南省各接种点会陆续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