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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罗舜爱

“持续释放税收红利，助推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 11月26日， 国家税务总
局湖南省税务局（以下简称“省税务
局”） 党委书记刘明权接受记者专访时
介绍，11月19日，省税务局专门召开“问
需求 查短板 帮发展” 民营企业座谈
会， 听取15户民营企业代表的意见建
议；下一步，全省税务系统将从落实各
项减税降负政策、 深化拓展“银税互
动”、营造公平法治税收环境、不断完善
税收政策执行方式、为纳税人解决实际
困难等方面，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刘明权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我国民
营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湖南民营
企业蓬勃发展，撑起了湖南经济发展
的“半壁江山”，为经济社会建设注入了
强大活力，已成为全省财税收入的重要
来源。近年来，特别是国税地税征管体
制改革以来，我省各级税务机关全面贯
彻国务院一系列减税优惠政策，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 有力支持了民营企业发
展。仅今年1至10月，全省税务系统就
为企业减税近800亿元，办理出口退税
120多亿元，实实在在减轻了包括民营
企业在内的企业税费负担。

刘明权表示，下一步，我省税务系统
将从5个方面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一是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
负政策。在第一时间将国家出台的简
政减税降负优惠政策宣传好、 贯彻
好、落实好、执行好，让企业获得实实

在在的政策红利。
二是深化拓展“银税互动”工作。

下一步，全省税务系统将深入推进“银
税互动”，加强与银行、工商、海关等部
门的密切合作， 协同研究税收帮扶措
施， 让更多的诚信纳税企业能够获得
更多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

三是努力营造公平法治税收环境。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化行
政审批程序，推进税收执法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制度，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
易成本。在已经推出的21项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措施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纳税服
务优化工作，到今年年底前再取消20项
资料证明事项，办税时间再压缩10%；以
更加务实的举措助推民营企业不断创
新发展、做大做强。

四是不断完善税收政策执行方式。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在政策制定前，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细致
考虑政策出台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搞“一刀切”、不搞照搬照抄甚至生搬
硬套，确保税收政策的科学性。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多听取企业意见，多解决企业
难题，符合条件的可制定配套举措，防止
出现政策脱节等问题。

五是为纳税人解决实际困难。当
前，我省税务系统正开展“问需求、优服
务”等活动，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纳税
人解决实际困难。下一步，全省税务系统
将坚持领导带头，深入民营企业摸情况、
搞调研，听诉求、察实情，特别是对一些
纳税信用好、发展前途好，暂时遇到困难
问题的民营企业，更加积极主动、靠前服
务，真正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民
营企业蓬勃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11月25日上午，暖阳高照。临澧县
湖南金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工人们在抓紧生产，干得热火朝天。
该公司董事长邢光志兴奋地告诉记
者，前不久，经临澧县委、县政府热心推
介和牵线，公司获得附近区县500多万
元订单， 这是公司转型后拿到的最大
一笔订单。

湖南金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的前
身是湖南金牛挂车有限责任公司，本不
生产环卫设施。邢光志创立金牛挂车公
司前，是临澧县农机公司职工。

上世纪50年代，中央提出“农业的根
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此背景下，临澧
县农机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 没想到，
1996年，农机公司改制，邢光志成了下岗
职工。这一年，他28岁，儿子2岁多，妻子
也没工作。

没有了“铁饭碗”，邢光志慌了。

迷茫一段时间后， 他决定趁年轻，自
己去创业，于是拿出下岗补贴，租门
面销农机。为了节省开支，他既当老
板，又当员工，每天起早贪黑。

拼搏了一年，销售额可观，但仔
细一算，利润很低。为了提高效益，第
二年，邢光志租了场地搞加工。2003
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湖南金
牛挂车有限责任公司。他说，取名“金
牛”，是希望自己像牛一样勤恳。

公司成立后， 建立了完整的生产
线，可以生产拖拉机、旋耕机、撒肥机、矿
山专用车等。靠吃苦耐劳、勇于拼搏，邢
光志的公司产销两旺，产品畅销湘鄂黔
3省6市农机市场。2008年， 国家出台农
机补贴政策， 公司进入发展黄金期，员
工有100多人，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

2012年， 国家调整农机补贴政策，
从此，公司业绩断崖式下滑。到2014年
时，员工只剩40多人，公司入不敷出。

邢光志也曾想过就此隐退。按他
的话说，这些年稳扎稳打，实现了“财

务自由”， 单靠他投资的几个商铺收
租金，生活也不成问题。但他觉得自
己正年富力强，面对困境，不应该选
择安逸的生活，而应带头多承担一些
社会责任，起码要保证员工不失业。

于是，邢光志决定转型，踏上二
次创业征途。他驱车到浙江、山东、湖
北等地考察，发现很多农机公司转型
生产环卫产品。于是，他也朝这个方
向转型，成立湖南金牛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牛环保公司”），采
取合作研发等方式，在2016年，生产
出了垃圾箱、 垃圾桶和勾臂式垃圾转
运车等环卫产品。

但转型没想象的那么容易， 邢光
志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以前的农
机产品多为散户购买， 但现在生产的
环卫产品，绝大部分是批量采购。研发
出来的环卫产品越来越多， 可新的销
售网络一直没有搭建起来。

困难时刻，临澧县委、县政府伸出
援手。2016年， 按照县里统一安排，临

澧县每名县级领导联系一两家重点企
业，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负责联系金牛环保公司的县领导
多次到公司调研，并召集县城管、环保
等部门及各乡镇（街道）分管美丽乡村
建设的领导， 到金牛环保公司开现场
会，宣传推介环卫产品。各相关部门和
乡镇当场采购了价值100多万元的垃
圾箱、洒水车等产品。

临澧县工商联、科工局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也多次带领邢光志到周边
区县进行市场对接。去年，金牛环保
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今
年，在临澧县委、县政府更大力度支
持下， 预计公司销售收入可突破
3000万元。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今年，临澧
县还通过发改、科工等部门，向上级争取
全民创业发展资金、科技创新扶持资金
等4000多万元。其中，为金牛环保公司
争取到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5万元。

邢光志动情地说：“各级党委
政府越来越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
‘金牛’奋蹄正当时。明年我们将增
加几百万元投资，造出更多更好的
环卫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

民营企业
有力量

持续释放税收红利
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访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刘明权

� � � �从下岗职工到自主创业，再到顺利实现转型发展，邢光志动情地说———

“‘金牛’奋蹄正当时”

� � � �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曹
娴）在今天召开的2018年湖南企业家
活动日暨企业家年会上，2018湖南
100强企业新鲜出炉。

2018湖南企业100强的前十名
分别是：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五矿
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
司、蓝思科技集团、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湖南石油分公司。

其中，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突破千

亿元大关，达到1025.35亿元，位列
榜首。2018湖南企业100强入围门
槛为24.19亿元， 较上一年提高了
8.8亿元。100强企业2017年的营业
收入总额达到1.5万亿元，纳税总额
超过1500亿元，为全省经济发展作
出了显著贡献。

2018湖南100强企业中， 制造
业企业达到46家， 其中有4家制造
业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3家民
营制造业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11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中国
制造业500强。

2018年湖南企业家活动日暨
企业家年会由省工信厅主办，省企
业和工业经济联合会承办。

欧阳金雨

省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提
出，进一步完善问责工作机制，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规为准绳，定责精准，
处理恰当，符合实际，防止不区分情
况搞层层加码问责，防止简单依靠问
责平息事端。

《实施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精
准问责”， 既为遏制那种问责给上级
看、给舆论看的糊弄心态，又帮助干部
减轻“被问责焦虑症”，为敢想敢为者
解决后顾之忧，是激励保护担当作为、
大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的务实之
举。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对负
有责任、 失职渎职的干部进行问责，
是管理干部的必要措施，也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
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颁
布实施以来，各地不断推动问责工作
向纵深发展，充分释放出了“有权必
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强
烈信号。

在失责必问成为常态的同时，个
别干部的干事风格也趋于保守。由于
担心被问责而产生委屈、消极甚至懈
怠的心态，主要原因就是问责不够精

准、不切实际。 比如把问责当成督促
工作落实的“万能药方”；或是出现问
责简单化现象，“一有错就问责，一问
责就动纪”，甚至“无错也问责”（比如
因为洗澡没接到检查组电话而被处
分）；或是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总是以
从快从严问责疏导负面舆情。

“简单粗暴式”的问责，不仅会挫
伤干部担当干事的积极性， 也会使得
“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打折扣，
减弱问责的公信力。

问责贵在精准。 就如《实施意见》
中所强调的，“以法规为准绳”， 要求
问责须臾不能偏离党章、 问责条例、
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
法规。 “以事实为依据”，要求问责必
须查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来龙去脉，
正确区分问题性质，严格决策和审批
程序，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指示精神，对
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既不
放过失职失责者，也不冤枉一个无辜
者。

眼下， 我省正处发展的黄金期、
关键期，需要一大批改革创新、有作
为善作为的闯将、干将。 把握好问责
与赋权、问责与容错的平衡，便能引
导干部化压力为动力， 全情投入、积
极创新、高质量完成工作，形成“人人
履职尽责”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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