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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彬）“坐在办公室动动手指，就能
完成所有申报手续， 剩下的事全部交给税
务专管员在后台办理， 节省了公司大量人
力物力。”11月7日，蓝山县宏泰工业园卓华
服饰有限公司经理郑解嫦， 说起县里的减
税行动，显得格外兴奋。今年前三季度，该
公司向欧美和非洲国家出口内衣产品200
万件，完成出口退税360万元。这是该县增

强民间投资信心、减轻民企税费负担,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蓝山县通过减税、降费这一积极
财政政策， 激活民间投资， 激发民营企业活
力，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该县严格落实小
微企业所得税“三免两减半”等“七项减税”政
策、 增值税税率下调等货物和劳务税收优惠
政策。推出为民营企业提供一对一税务服务，
企业纳税前，热情提供纳税政策咨询，并及时

通过电话和微信提示享有哪些国家税收减免
政策。企业税务申报期间，对企业提供业务指
导，及时查明企业税收优惠应享未享的原因，
并上门解决税务申报难题。 推出税务预约服
务和下班延时服务， 用政府工作人员的辛苦
指数换取民营企业的满意指数、发展指数。

减税降费，民企轻装上阵。前三季度，
该县为民营小微企业减免税收176万元，办
理企业出口退税2854万元，比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67.76%、7.59%。小微企业所得税率
下调后， 蓝山县顺发电杆有限公司的纳税
额由150万元减少到60万元， 减税比例达
60%。 今年， 该公司年产水泥电杆12000
根，年产值有望突破600万元。

蓝山厚植民营经济发展的沃土， 亮出经
济高质量发展底色。前三季度，该县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28.28亿元， 外贸进出口额
1.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7.8%、41%。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日前，商务部正式为邵东
县打火机、 箱包两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授
牌。 这是邵东县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取
得的又一成果。该县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
民营经济活力迸发，呈现勃勃生机。

邵东县发展民营经济较早， 县域经济
综合实力居全省第4位。目前，该县登记注
册的私营企业12973家、个体工商户42272
户，占全县市场主体90%以上。去年，该县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1.6亿元，其中民营经
济占80%。

为进一步发展好民营经济，近年来，邵
东县着力对小作坊进行企业化改造， 对传
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园区，实
现集群化发展。还引进资金，建成邵东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 为传统产业企业进行技
术研发、生产线改造、品牌设计等。目前，邵
东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已申请专利近200
项。一批民营企业经过技术改造与“机器换
人”后，人工减少80%、产值增长四成，产品

质量更好、品牌影响力更大。去年，以民营
为主的邵东箱包、服装行业出口创汇3.5亿
美元，较5年前增长了14倍。今年前三季度，
全县出口额近55亿美元，同比增长13.9%。

在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邵东县积极孵
化、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新兴产业。锐科
机器人、深圳显创光电、甘肃康视达等一批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纷纷落户邵东，机器人制
造、华为手机配套等产业兴起。锐科机器人
联合县内行业共同建设产业升级转型示范
基地， 力争3年内完成500家企业智慧工厂

设计开发，今年产值预计可达1.5亿元。
通过改造传统产业、 培育高新技术产

业， 邵东县民营经济正朝着高质量、 品牌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今年1至9月，该县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7.8%。

激活民间投资 激发企业活力

蓝山 减税降费助推民企发展 柔弱肩膀
撑起一片天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庚娣 彭仙君

给双目失明的年近8旬的老公公喂饭，洗衣服，
照看一对年幼的儿女。11月4日，在永州市冷水滩区
杨村甸乡保方村，记者见到潘文菊时，她正在忙着这
些每天必做的家务事。

10多年前，经人介绍，潘文菊从贵州远嫁到湖
南永州，与保方村青年李治勇结为夫妻。本来是一个
幸福的小家庭，却因为意外发生的变故，让这个幸福
的家庭遭遇了风雨飘摇的洗劫。

2015年1月， 潘文菊筹划着与丈夫回贵州与父
母一起过春节，一个电话让她陷入“冰窖”，老乡告诉
她丈夫李治勇打工时从9米的建筑高台上摔下受重
伤。被紧急送医后，丈夫在病床上躺了近1个月才清
醒；经多方诊治，丈夫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摔伤头
部导致左眼失明，记忆力也大为减退，从此干不了重
活。当时,他们的女儿才5岁，儿子刚刚1岁。丈夫出事
后，潘文菊不仅要照料丈夫，照顾幼小的孩子和双目
失明的年迈公公，更要为丈夫看病、维持全家的生计
而忙碌。

为给丈夫治病，家里不仅花光了积蓄，还背上了
一身债。村里将潘文菊家列为贫困户，给予政策帮
扶。去年，村里农村淘宝开展招募活动，潘文菊立即
报了名，在家里做起淘宝。潘文菊每天做完家务和农
活后，就帮村民们淘宝购物，收发快递，月收入有
1000多元，勉强支撑起家里的开支负担。

丈夫慢慢恢复后，勉强能下地干活了，潘文菊于
是在山上种起了一片果树，每天与丈夫一起为果树
除草、浇水，精心栽培这片新种下的希望树。

潘文菊从贵州嫁到湖南10多年，因为这些拖累
和变故，回贵州娘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虽然日子过得
很辛苦，但她一直非常乐观。潘文菊告诉记者：“这几
年先把孩子带大，照顾好老人，在家里把这些事情做
好，我想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潘文菊用柔弱的肩膀撑起家里的一片天，用乐
观、孝心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诠释了责任、爱心
的深刻内涵。她的行动也感染着身边的村民，村民阳
春娥说：“潘文菊是值得我们全村妇女学习的好榜
样。”

997项政务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次”

长沙县“2430”提速工程创多项纪录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陈丹
青）11月2日，长沙圆捷汽配件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朱
贤文来到长沙县政务中心办理新建厂房的许可审批
事项。他按照之前在政府服务QQ群上的提示，一次
性交齐了所有材料。窗口工作人员说，许可证将在7
个工作日内办妥，而且不用他再来取。以企业开办、
不动产登记和工程报建等老大难问题为突破口，长
沙县创造了多项审批提速纪录。

从“线下跑”向“网上办”，“分头跑”向“协同办”，
长沙县的“2430”提速工程创造了全省最快审批速
度———实现企业开办2个工作日内完成、不动产登记
4个工作日内完成、 工业项目报建审批30个工作日
内完成，这几项速度在全省都创造了最快纪录，远低
于国家规定的办理时间。

对于工程报建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长沙县
制定报建流程“一张图”，将办事流程、所需资料目录
清单、技术规范要求一次性书面告知；通过办理事项
同步申报、容缺受理、并联审批，将工业项目报建审
批时间最大限度进行压缩。9月中旬， 报建审批由原
来的48个工作日压缩到30个工作日，为了支持中小
型企业发展， 将中小型工业项目报建审批压缩到23
个工作日。

截至目前，长沙县已梳理并公布了997项“最多
跑一次”政务服务事项，占全县1043项的96%。

老百姓的故事

朝高质量、品牌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邵东 推动民营经济提质升级

京东“湘潭特产馆”
亮相北京

180余款湘潭特产参与展销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蒋睿）今天，为

期一周的“京东无界零售快闪店-湘潭特产馆
双十一活动”（以下简称“京东湘潭特产馆活
动”）亮相北京。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该活动运用
京东特色资源，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向北京
市民和全国市场展示湘潭富有特色的生鲜、食
品饮料、工艺品等产品。

毛府酒、红肉蜜柚、毛家酱板鸭、火培鱼、乡
里腊肉、梅菜扣肉……一大早，北京市民白洁便
来到京东湘潭特产馆挑选心仪的物品。她告诉记
者，多年之前曾去过湘潭，对湘潭的腊肉、莲子记
忆犹新。由于地缘因素，这些土特产很难在北京
买到。这次活动不仅让广大北京市民能品尝到毛
主席家乡的美食，也能让钟情湘潭特产的消费者
能够通过网络购买到纯正的湘潭特产。

此次“京东湘潭特产馆活动”还同步启动了
京东商城线上“京东（中国）湘潭特产馆”。线上产
品由湘潭市政府推荐有实力的企业，整合当地特
产，在京东商城开设具有唯一性的店铺。活动期
间，共有180余款湘潭特产参与展销。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见习记者 陈
新 通讯员 刘倩）长沙一家物业公司污
水处理设施闲置，导致小区生活污水未
经处理直排圭塘河。11月7日，记者从长
沙市雨花区环保局获悉，该公司被处以
10万元罚款，公司的直接负责人被公安
机关行拘5日。

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局负责人介

绍，近日，雨花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辖
区佳兆业天墅小区生活污水排放情况
检查， 发现该小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闲置，没有正常运行，污水未经处理直
排圭塘河。物业公司负责人郭某承认，
为了节约运行成本， 他们关闭了污水
处理设施。随后，雨花区环保局两次对
总排口处的废水采样检测， 检测结果

都显示废水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污染
了水环境。

根据《环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
有关规定，雨花区环保局对该物业公司
处以10万元罚款，并将该案移送了公安
机关。目前，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区分局
依法对郭某实施了行政拘留5天的行政
处罚。

长沙曝光一批住建领域失信行为
10家房企大气污染
特护期“顶风作案”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王文）秋冬季
节正值长沙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但是仍有一
批房地产开发建设企业“顶风作案”。今天，长
沙市住建委曝光了15家存在失信行为的房产
和中介公司，其中10家房地产开发建设企业因
未获许可擅自施工、大气污染防治落实不到位
被曝光，被曝光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被
记入信用“黑名单”。

曝光名单中，长沙双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有关
部门已向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和停止违法行
为通知书。长沙奥园利泓房地产有限公司、浙江
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大坤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长沙中泛置业有限公司、中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湖南浙商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中智
建筑有限公司、 长沙新力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开发建设企
业，均在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大气污染
防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下，擅自进场施工，有关
部门已向这些企业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或下达不良行为记录告知书。

根据曝光信息显示，长沙市芙蓉区张智房屋
信息咨询服务部（新环境凯通国际城店）因存在
严重不诚信行为，已被责令关门停业。长沙柏棠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经秦皇岛秦晋通商贸有限
公司书面同意，擅自对外发布该公司名下的商铺
出售的房源信息； 湖南梦家园房产经纪有限公
司、长沙万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原长沙佳宜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长沙浩通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荷花路分公司， 未办理中介机构备案
证，业务人员无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执业资格证
等，有关部门已向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长沙一物业公司闲置污水处理设施被重罚
公司被处以10万元罚款，负责人被行拘5天

像章收藏“达人”邓作洪

11月8日，吉首市大坡气象公园，层林尽染，秋色怡人。近年，吉首市以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为
目标，绿化建设不断推进。 刘振军 摄多彩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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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将一枚枚精美的像章用软布擦净后，
小心翼翼装进特制的亚克力圆盒……11
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像章收藏“达人”邓
作洪家，他正在制作“延安精神”系列像
章展板。在一间不大的书房里，摆放着上
百件已完工的像章展板。

今年29岁的邓作洪是衡阳人，7年前
来到常德市城区做汽车配件生意。

受父辈影响，9岁那年， 邓作洪用零
花钱购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时常佩戴
在胸前，同学们格外羡慕。邓作洪说，当
时只觉得像章颜色好看， 上面的铭文很
精致。没多久，他又迷上了一枚“草帽像
章”，无奈囊中羞涩，在地摊前蹲了半小
时，其执着打动了卖家，他获赠一枚瓷质

像章。 渐渐地， 他将收藏像章当成了爱
好。

成年后， 邓作洪进入广东一家企业
上班，因经常出差，每到一处，他都会抽
空去当地古玩市场转转。“你看， 这枚诗
词夜光章，是我在福建花了4000多元买
来的；这对1968年制作的《西江月·井冈
山》诗词像章，是从湖北一个地摊上淘来
的……”介绍自己收藏的宝贝，邓作洪口
若悬河，如数家珍。

收藏之路充满欣喜，也难免艰辛。邓
作洪拿出一枚铝制手工花边章告诉记
者，这是他先后3次前往佛山，走访了10
多位藏家后才找到的， 其姊妹版现存于
中山博物馆。 凭着一种痴迷，20年来，他
收藏的像章已有5000多枚。这些极具时
代韵味的像章，常见的材质有银、铝、陶

瓷等，正面为图案，题材多反映重大历史
事件。在收藏过程中，邓作洪不忘寻找与
之匹配的文献，挖掘其背后的故事。他还
将像章按照建党、建国、建军、长征等37
个题材，分门别类收藏。

记者看到，和一套“两弹一星”题材
像章搭配的，是邓作洪收集且装裱好的
一张1964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
上面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
报道。

“我觉得这不光是一种爱好，也是
一种社会责任。”邓作洪说，他会将收藏
像章坚持下去，希望早日拥有一家自己
的展馆，通过这些时代印记，让更多年
轻人了解先辈们的奋斗史，看看我们伟
大的祖国如何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
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