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② 今年1月6日，修缮后的振南学堂成了振南小学。 课间，小朋友在
天井里运动。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
要闻 02

三湘时评

张国栋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 我国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
费，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亦释放出减税降费的
明确信号。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将为把
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打造有定力、有韧性、有
温度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有力支撑。

除了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的共同
发力，在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上的减税降费成
为备受关注的重点，诸如清理规范地方收费
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加强
收费项目清单“一张网”建设，健全乱收费投
诉举报查处机制等，都是实招也是好招。 既
体现了“顶层设计”推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
税降费举措的决心， 更可望以此为抓手，循
序渐进、各个击破，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
场活力的同时，形成良性循环。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和长期利
好。 一方面，减税降费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核心内容，税收作为经济政策中重要的
调控手段，可以改变商品、服务和要素的相对
价格，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从优化税
制结构、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要求着手，实行结构性减税的落脚点是减轻
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及优化。 另一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普惠制
减税降费，可以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小微企业
受益；有助于推动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兼并重
组、关停并转等多种方式加快转型升级，大中
型民营企业受益；有效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成长环境， 创新型企业受益……总而言之，可
以让企业更好更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
势、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减税的目的不仅是缓解企业压力、保持经
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经济
结构。 要通过减税，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在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的同时，培育经济
新增长点、新动能和新供给。 首先，早一天实
施，其效应就能够早一天显现。 其次，继续深化
增值税改革可以作为减税降费的重要切入点，
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为实体经济及制造业减
负；建立健全规范的留抵退税制度，完善现代
增值税制度， 减轻纳税人资金成本的占用；进
一步打通增值税的抵扣链条， 避免税负沉淀。
再次，应加强创新驱动税收激励，助力企业科
技创新驶入“快车道”。 此外，在税制的安排上，
应精准落实创新优惠政策，继续完善优化人力
资本及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激励政策。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左丹）1月8日
在北京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 湖南高校有20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大
奖， 更加增强了高校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的信心。

“我们这次能获得这样多的国家科技大
奖， 是学校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开展科学研究，进行
人才培养的体现。 ”1月9日，中南大学副校长
周科朝说。 中南大学不仅获奖成果多，而且成
果转化推动也快。 近3年来，该校有5项科技成
果转让费过亿元。 2017年5月，旨在推动中南
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南大学科技园开工建
设，2018年5月开园，短短7个月时间，已有123

家科技型企业在园区注册，15家企业入驻。
湖南大学最近也是喜事连连。 在教育部

日前公布的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名
单中，该校3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1项，为
湖南高校唯一的一等奖。 刚刚公布的2018年
国家科技奖获奖名单中， 该校3项成果获奖，
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近年来，我们一
方面积极紧紧围绕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政策为牵引，引进、培养一批高水平人才。 另
一方面依托机械、化工、电气等优势学科，在
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形成
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 我校荣获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创新团队奖’的
罗安院士团队，其成果在冶金、化工、部队、电

力、 船舶等国内外200多家单位广泛应用，为
装备生产企业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过150
亿元。 ”1月7日，湖南大学校长助理李树涛说。

地处湘潭九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湖南吉
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坚持“对接企业设专
业，校企合作建专业，建好专业促就业”的专
业建设思路，专注汽车类专业建设，初步形成
了校企深度融合的“双主体”育人模式，既保证
了人才培养质量， 又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发
展，实现校企双赢。“在去年底召开的全省教育
大会上，杜家毫书记说，学校办学要有定力。我
们学校13个专业全部是与汽车相关的主业。
围绕汽车产业办学， 这将是我们坚定不移的
办学方向。 ”1月2日，该校党委书记王卫军说。

�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左丹 ）1月8
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
举行。 湖南高校此次收获颇丰，共有20项成果
（主持完成15项、参与完成5项）获奖，其中中
南大学占一半， 该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
奖项目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

湖南共5所大学获得此次大奖，分别是中

南大学10项、 国防科技大学5项、 湖南大学3
项， 湖南师范大学1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
项。 其中湖南获得一等奖的4项成果均来自高
校，分别为中南大学2项、国防科技大学1项，
湖南大学1项。

中南大学10项获奖成果涵盖地球物理、
轨道交通、测绘、冶金、矿物加工、临床药理等

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冶金工程学科就产生了4
项成果获奖。 中南大学此次获得了2项一等
奖，何继善院士主持完成的“大深度高精度广
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 项目荣获国家技术
发明一等奖，“中南大学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
碰撞安全技术创新团队”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创新团队）奖。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改革开放40年来，祖国大陆发展成就有
目共睹，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扬眉吐气。 ”

1月9日， 我省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重
要讲话座谈会。 事业从长沙出发，在祖国大陆
耕耘的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 普罗集团总
裁郑聪俊应邀参加。 会议间隙，他接受了湖南

日报记者的专访。
“作为台商代表，参加这次座谈会我感到十

分荣幸。 ”郑聪俊满头银发、思维敏捷，他说，“祖
国必须统一，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

26年前，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受省台办的
邀请，37岁的郑聪俊来大陆旅游观光后，在长沙
市投资兴办了第一家罗莎蛋糕店。 受惠于大陆
对台政策的红利， 这些年来郑聪俊的事业如鱼
得水，风生水起，长沙、武汉、南昌、成都、重庆等
地纷纷布棋落子，参与当地经济建设，业务涉及
食品餐饮、文化旅游、房地产等产业。

现在，郑聪俊行走在全国各地，为台资企
业提供服务，还每月一次往返台湾和大陆，对
台湾同胞的想法更为了解。 他说：“改革开放
40年来，祖国大陆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中
国人，我们感到扬眉吐气。 ”

“我们现在用的居住证和大陆居民身份
证的版式都一样，坐飞机、高铁，住酒店等都

畅通无阻、非常方便。 ”郑聪俊用在大陆投资
兴业、居家生活的实例现身说法，印证了“台
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
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

读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饱含对
台湾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 在一国两制的前
提下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善意和诚意。 郑聪
俊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台湾前途在于
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非常照
顾台湾的实际情况， 充分尊重了台湾同胞的
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郑聪俊说：“我们已经享受到了两岸和平
发展的红利，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之际，也是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央适时提出
新的内涵更加丰富的对台政策， 体现了中央
对台湾同胞实现更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因
此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的红利更加可期。 ”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黄婷婷）今天，第
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非洲50多个国家的70多个使节参会。 商务
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并致辞。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将长期落户湖南，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每两年
一届。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定于今
年6月18日至20日在长沙举办，以“合作共赢，
务实推进中非经贸关系”为主题。

何报翔表示， 湖南人民与非洲人民有着
深厚的感情， 湖南与非洲的产业结构契合度
高，合作基础深厚，合作空间和潜力巨大。

何报翔盛情邀请非洲各国使节和非洲各
国组派政府团组、 经贸团组出席第一届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相聚湖南，湖南将做好
保障工作。 组委会将对参会参展的主宾国、参
会国、友好城市（州省）、非洲国家驻华使馆、
国际组织，非洲国家重点参展商、贸易商、商
协会、金融机构、智库、新闻媒体及中国境内
的重点采购商、参展商等，给予落地接待、场
地免费等有关待遇。

厚植创新基因 服务高质量发展
■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在行动

■

� � � �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左丹）今天，中南大学与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产学研合作协
议。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中
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钟掘、邱冠周、桂
卫华出席并见证签约。

根据协议， 中南大学和铁建重工将
充分发挥各自在科研技术、教育培训、学
科性公司和产业运营、 行业主导方面的
优势，共同构建产学研创新体系，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推动并引领产业发展，相互
促进专业、产业协同发展，实现“校企合
作，产学共赢”。 本次产学研合作协议的

签署， 也是落实长沙关于发展战略新型
产业规划的具体行动。

铁建重工和中南大学有扎实的合作
基础，先后共同完成了国家863计划“大
直径全断面硬岩隧道掘进装备（TBM）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多个国家级、省级
科研项目的研究。 通过校企合作，双方将
联合组建科技型产业公司， 促进产学研
的深度合作。 在硬质合金材料、盾构机刀
具等关键基础零部件领域展开联合攻
关， 推动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实现自主
化、国产化，做大做强盾构刀具产业，促
进产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 实现智能制
造。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整理

“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
志。 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
成功。 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
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 ”

1928年，就义之前，“韶山五杰”之一的
钟志申烈士在遗书中这样写道。 钟志申烈士
这种大无畏的韶山精神， 也被韶山人民永久
铭记和弘扬，成为韶山人民的精神坐标。

革命战争年代，韶山从来没有停止过革
命斗争，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坚贞不屈的烈士，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平凡壮丽的凯歌。 中共韶
山支部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时间退回至1925年2月。 彼时，毛泽东
和妻子杨开慧由长沙出发前往故乡韶山。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 在韶山建立农村党支
部，领导和开展农民运动。

回到韶山后， 毛泽东用走亲访友等方
式，广泛接触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一部分
开明士绅。 很快，毛泽东、杨开慧在柳季刚
和毛福轩等人的协助下， 从创办农民夜校
入手，开展农民运动。 半年时间内，建立20
多个秘密农民协会。

当年6月的一个夏夜，毛泽东在自家的
阁楼上主持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
叔侃4人的入党仪式。 众人紧握右拳，庄严
宣誓：“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

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毛泽东宣
布，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书记，秘密代
号“庞德甫”。中共韶山支部从此诞生了，韶
山农民有了主心骨。

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韶山燎原。中
共韶山支部是毛泽东亲手创建的我党最早
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韶山也与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壮大血脉相通、紧紧相连，与中华大
地的革命建设事业生死相依、息息相关。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韶山开展了平粜、
阻禁谷米出境和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
使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
区之一。

1925年8月，毛泽东离开韶山后，中共韶
山支部领导韶山人民继续开展的革命斗争，
一浪高过一浪， 并迅速辐射到邻近县市及福
建、广东、广西等省区。 到1925年底，中共韶
山支部的党员发展到110多人，建立了7个支
部，特别支部随之升格为中共韶山总支。

1927年“马日事变”后，韶山党组织遭
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中共韶山支部
最早的5位成员，后来都先后惨遭国民党杀
害，“韶山五杰”,名垂千古。

中共韶山支部的建立和韶山农民运动
的持续开展，锻炼了干部，为湘区委领导农运
积累了经验， 为毛泽东后来培养全国农运干
部准备了感性材料， 也为他给党制定民主革
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南大学与铁建重工
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民族魂 奋斗曲
———三湘浩气壮河山

中共韶山支部：韶山精神薪火传

祖国统一，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访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普罗集团总裁郑聪俊

湘约2019

� � � �郑聪俊 通讯员 摄

湖南高校获20项国家科技大奖
中南大学占一半， 其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

老学堂 新学校
� � � �桂阳县欧阳海镇振南村振南学堂， 始建于1930年， 是村民自发捐
建供村里农家子弟读书的学堂， 后废弃。 2018年， 桂阳县对振南学堂
进行修缮。 学堂占地1300余平方米， 为二层砖木结构， 共有8间教室，
可容纳学生300余人。 修缮后的学堂保持着浓郁的民国时期建筑特色，
尾檐的飞角庄严肃穆。

� � � � ① 2018年8月20日， 修缮施工中的振南学堂。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提振市场信心

第一届中国—非洲
经贸博览会推介会在京举行

湖南届时将做好保障工作

� � � � ③ 2014年3月30日，停办空置的振南学堂被绿植覆盖，寂静，萧瑟。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①

②

③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围绕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省税务局出台“即报即
办”等12条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举措，出口退
税办理时间全面提速；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45条举措，开展“问需求、查短板、帮发
展”活动，走访民营企业29.39万户次，收集
并解决纳税人提出的问题2940个。 推行办

税便利化改革，实现“一窗一人通办”所有涉
税业务，对70多项涉税事项实行“全程网上
办”，对16个税种500多项优惠政策实行“最
多跑一次”；全面落实税收优惠备案制，除个
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11项事项
外，500多项事项由纳税人自主享受、事后备
案， 同时取消了企业所得税84项优惠备案，
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 � � � �荨荨（上接1版④）
届时，博览会将举办五大类活动，包

括开幕式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 专题研
讨、经贸洽谈、展览展示及其他活动。期
间还将设立非洲国家展区、 中非经贸合
作成果展区、合作案例方案展区、中国省
市区展区、中国企业展区、网上博览会等
六大展览展示区。

中非经贸博览会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下唯一的经贸活动平台， 也是我省第一个
国家级、国际性、常态化经贸平台，有利于
对外展示湖南新形象， 加快湖南开放进程
和国际化步伐。

近几年， 湘非贸易、 投资快速增长，
2018年，我省与非洲的贸易额达到28亿美
元， 与非洲贸易连续4年保持50%以上增
速；在非洲投资的企业超过120家，合同投
资总额近10亿美元。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对于产品生产工艺简单， 又不受工作

环境制约的小微企业， 我省鼓励企业在乡
镇、村建设扶贫车间、加工点，由企业对贫
困群众进行培训， 使贫困群众掌握相关生
产技能，拓宽增收渠道。深圳豪杰电子有限
公司2016年入驻江永县崇江安置小区，就

近聘用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众40余人，人
均月工资达2000元以上。目前，我省已探索
出小微企业进村办厂、办车间、办加工点等
多种模式。

鼓励能人回乡创业， 扶贫车间灵活多
变。江华瑶族自治县4万余人在广东打工时
掌握了制香手艺， 并熟悉市场。 该县引导

“老乡”们返乡创业，建成家庭作坊式扶贫
车间，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新田县、凤
凰县等7个县政府与京东集团、阿里巴巴签
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 启动实施创业
就业扶贫项目， 以电子商务带动扶贫车间
建设，通过建设县级物流配送中心等项目，
帮助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乌兰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结合湖南实际，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对台大政方
针。要进一步深化湘台融合发展，夯实湘台
交流交往交融基础； 进一步促进同胞心灵
契合，增进湘台交流交往交融认同；进一步

推动台胞台企享有同等待遇， 增加湘台交
流交往交融获得感； 进一步推动湘台青年
交流合作，壮大湘台交流交往交融生力军，
共同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作出更大贡
献。

肖祥清、郑聪俊、曾于恒等与会代表先
后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