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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今年的岳麓峰会， 几帧画面让
人印象深刻：主会场外，川流不息的
人群对百度无人驾驶样车评头论
足； 各大资本机构与互联网项目对
接， 频频在论坛进行时就抛出橄榄
枝；许多参会的传统企业，不仅领略
前沿科技、更新行业思维，更在大会
期间结识到新的合作伙伴……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长沙为
这场盛会端出最丰盛的 “菜品”；而
赶赴这场春天之约的来宾， 无不有
着满满的获得感。

这是一场振奋信心的盛会。 台
上，李彦宏、徐直军、熊晓鸽、姚劲波
等互联网大佬甫一亮相便自带粉丝

团，引来欢呼声、掌声不断；台下，认
真倾听的企业家、创业者、那些充满
憧憬的年轻人脸上写满兴奋； 穿梭
各大论坛， 不时听到与会者由衷地
感叹：“全球技术创新进入 ‘中国时
间’”“未来已来，错过了长沙就错过
了未来”。岳麓峰会本身蕴含着共享
共赢的理念，而长沙藉此向全国、向
世界传递着开放合作、 共同发展的
气场和能量。 任经济全球化如何遭
遇波折， 长沙这场朝气蓬勃的 “网
事”， 令人对经济大势充满信心，对
互联网世界充满新期待。

这是一场更新理念的盛会。 5G
智能与移动支付、 无人驾驶与网络
安全、马栏山时间与智能新媒体、区
块链、大数据 、AI、云……与会者口

中蹦出这些字眼， 像老百姓吃饭穿
衣一样自然。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正
是这些前沿科技的普及， 孕育行业
发展的方向。 互联网的下半场在哪
里？ 5G将怎样改变社会？ 企业“软硬
结合”到底该怎么合？ 峰会“头脑风
暴”时刻，这些话题被讨论得越来越
深入，行业前景越来越明朗，企业掌
舵人的发展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这更是一场共享机遇的盛会。 金
融资本和互联网企业需要牵线，产业
上下游需要牵线，企业与人才需要牵
线，而岳麓峰会正是一位善于聚缘的
“红娘”。横向看，今年的峰会不仅互联
网企业与专家演讲交流多，各种合作
活动也多，正好实现了企业、项目、资
金、人才的精准对接。 再纵向看，大咖

云集的工业互联网、5G智能、 无人驾
驶专场，为湖南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带来机遇。 各个分论坛上，数字政
府、智慧出行、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的
趋势前瞻，让企业之间携手共建数字
世界的效率倍增。 可以说，峰会的“互
联网红利”已远超行业本身，正在为
越来越多的行业赋能乃至驱动。

五年前，岳麓峰会只有区区300
人参加；五年后，这场峰会引来超过
3万人报名，最终2万人来到现场。五
年前， 湖南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不成
气候；五年后，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
营收超过千亿元。从共享到共赢，从
展台到舞台，长沙、湖南因岳麓峰会
而闪耀。未来，互联网因子还将更加
深刻地改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唐曙光

3月30日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森
林火灾， 已导致30名扑火队员牺牲。
这一惨痛事故给人们再一次敲响了
防范火灾的警钟！

森林防火，事关安全、事关大局。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综合分析认为，
今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森林防火形
势十分严峻。 清明临近，春耕在即，祭
祀、生产用火增多 ，进入春季森林防
火关键期。 面对不利天气条件，森林
防火必须做好 “预备课 ”，早部署 、早
动员、早准备。

资料表明，去年重点防火期，面对
高等级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全省上下
勠力同心，立足主动防火灾、避大险，严
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和值班、 巡逻、应
急等措施，做实做细工作，森林防火取
得近年最好成绩。 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经
验总结，逐步形成全线防火、全员防火
和常年防火、 常态防火的机制与体系，
夯实了基础，增强了底气。

成绩属于过去，切不可高枕无忧。
今年以来，接连发生多起震惊全国的
森林大火 ，警醒我们 “森林火灾猛于

虎”，麻痹意识不能有，血的教训要牢
记。 别人“生病”，我们也要“吃药”。

森林火灾是危害性极大的灾害，
必须警钟长鸣。 一旦发生火灾， 不仅
会给森林带来灭顶之灾，也会给群众
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导致惨痛
后果。森林防火是一项需要绵绵用力、
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关键还在于坚
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主动担当
作为，扎实做好“以防为主、防灭结合”
的日常功课。

做好“预备课”，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森林防火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将防火责任落实
到山头地块，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
要林区要从严管控火源火种，严防“农
火上山”“家火上山”。从细抓好应急备
勤、预警监测，确保关键时刻信息通畅
准确，应急队伍“集合快、攻得准、扑得
灭”，防火物资“拉得出、用得上、打得
赢”。 广大市民要积极响应参与森林
防火，低碳祭扫、文明祭扫，生产生活
注意细节， 特别是严控野外用火。 各
级森林防火部门要始终坚守森林防
火第一线，坚守万无一失的政治红线，
坚守生态安全底线。

维扬书生

3月28日，武汉市武昌区交通大队
发现一小汽车涉嫌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号牌后，值班民警立即指挥路
面交警查缉布控，很快将该套牌车辆
查获。 而鉴于司机当时正在开车送孩
子转院求医 ，考虑到孩子病情 ，现场
民警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民警驾驶警
车送患儿就医，另一路在现场处置。

伪造、 变造机动车号牌是一种严
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武汉交警当场给
违法者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是一种依
法执法行为。 但是，交警严格执法不
代表“不近人情”，其执法温度体现在
对病患儿童的及时救助这一细节上。
执法视频显示，车内一抱着孩子的妇
女抽泣称，其4岁儿子突然发病，在咸
宁某医院治疗后需转武汉大医院治
疗，于是孩子的父亲驾车来武汉给孩
子看病。 因不熟悉路线，怕被电子警

察抓拍，就冒险套用其他号牌。
尽管为孩子看病不是使用套牌的

正当理由，但考虑到孩子病情紧急，一
位交警驾驶警车火速将驾驶员妻儿
送往医院，套牌车被依法暂扣等待进
一步处理。 执法部门按规执法、 文明
执法、人性化执法是社会公众的共同
期盼和要求。 武汉交警这一波操作堪
称“教科书式执法”。 纵观整个执法过
程，无论是查扣违法车辆，还是将患病
儿童及时送医救治，都彰显着公正执
法、文明执法的温度。

交警的每一次依法执法对社会公
众来说都是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课。 因
为在执法现场， 不仅当事人会受到震
慑，当事人的家人以及围观群众也会受
到教育，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
更有动力做守法公民。 而交警将患病儿
童及时送医的暖心之举，更让这一“有
温度的执法” 温暖了所有人的人心，武
汉交警执法关怀两分明，必须点赞。

丁家发

3月30日上午，2019年“国际儿
童图书日 ”暨 “广州读书月 ”少儿
阅读嘉年华活动在广州少年儿童
图书馆拉开序幕。 来自广州图书
馆的邹崇闻同学荣登榜首 , 勇夺
“冠军之星”称号。 据称，年仅8岁
的他，阅读量大，一年的借阅量高
达1123册。

如今， 科技信息技术日益发
达，工作和生活节奏逐步加快，能
够静下心来读书可以说是一件奢
侈的事情。 而广州图书馆发布的
阅读“冠军之星”、一个8岁的孩子
一年的借阅量竟高达1123册，平均
每天要阅读3册以上，不免让人感
到诧异和质疑。

毋庸置疑， 孩子爱读书是一件
好事，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然
而，一个8岁孩子，通常在上小学二
年级，认识的字还不够多，一年1123
册的阅读量，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
还要去查字典，他是如何承担的？而

认真阅读也需要时间， 他不可能利
用上课时间来阅读课外书，那么，每
天要阅读3册以上，需要花费大量的
课余时间， 加上还要复习功课和做
家庭作业， 这名8岁孩子除了吃饭、
睡觉，恐怕几乎没有了休闲的时间，
这对一名天真烂漫的孩子来说，是
多么残忍的事情。 如果并非孩子自
愿，而是家长逼着去做的，这无异于
“扼杀”了孩子快乐的童年。 因此，不
管怎么说，“8岁孩子一年读书1123
册”只能是个案，根本不值得提倡和
效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一方
面，家长既不能片面注重学习成绩，
整天让孩子看教辅书、做课外习题，
一律不让孩子阅读课外书籍； 另一
方面，家长也不能“按着牛头喝水”
让孩子做与年龄严重不符的事情。
读书不能以数量多少论英雄， 合适
的做法是适当让孩子看一些符合其
年龄段的课外书籍， 同时也要给孩
子休息和游玩的时间， 让他们快乐
而健康地成长。

芬太尼类物质实施整类列管
近日， 公安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公告， 宣布从5

月1日起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 《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
目录》。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这是中国禁毒法制建设历程中的重大创新性
举措。 图/朱慧卿 文/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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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增值税改革，将为湖南带来什么

� � � �湖南是制造大省、强省。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曹慧泉
介绍， 我省制造业近年来实现了较
快发展，去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7.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
百分点； 长沙市22条产业链新签约
投资额2亿元以上的产业链项目
130个，株洲“动力谷”进入中国制
造“新版图”，常德市规模工业增加
值首破千亿大关， 益阳市将产业建
设确定为“一号”工程……

深化增值税改革， 制造业是最
大受益对象。 据省税务局统计，去
年， 全省制造业实现税收1418亿
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三成以上，其
中工业增值税税收近600亿元，占
全省增值税的比重近四成。 全省本
轮减税对象多数集中在制造业。

“税负降低，企业利润增加，将
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研发创新投入， 促使企业转型
升级，推进制造强省向‘智造’强省
迈进。 ” 曹慧泉说。

去年， 三一集团在研发创新方
面投入达30亿元，今年，三一集团

将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减税红包”
全部投入到研发创新中去， 加快打
造世界级品牌的步伐。

广汽菲克公司预计， 今年可享
受税收优惠1亿元左右，将全部投入
到新车型特别是新能源产品的研
发，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公司
研发的大型SUV细分市场首款新能
源产品———“大指挥官”插电式混合
动力车型，将于4月底量产下线。

华菱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增值税由17%降至16%后，华菱集团抓
住机遇，加大研发投入，企业迈入高质
量发展。今年，华菱集团将继续抓住深
化增值税改革的契机， 在产品研发创
新方面加大投入，向高端市场发力。

“制造业是高度竞争的行业，企
业获得减税后，将更有能力加大对研
发创新的投入，应对全球制造业的大
变局。 ”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邓子纲说，减税降费将提升湖南
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湖南应牢牢抓住这一难得的
发展机遇，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推动
制造强省向“智造”强省迈进。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增值税是以商品 （含应税劳务 ）在流转过
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
种流转税。

我国1979年引进增值税制度 ，1994年建
立较为规范的现行增值税制度 ，到目前 ，增值
税已成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去年收入规模突破
6万亿元。

2016年5月1日起， 我国全面推开营改增
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 、金融业 、生活服务
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 ，至此 ，营业税退出历
史舞台，增值税制度更加规范。

2017年7月1日起， 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
政策正式实施， 原销售或者进口货物适用13%
税率的全部降至11%，涉及农产品、天然气、食
用盐、图书等23类产品。

2018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8年5月1日起， 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
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 、建筑 、基础电
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
从11%降至10%。

2019年4月1日起， 深化增值税改革正式
实施 。 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
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的10%

的税率降至9%。 此外，还将实施扩
大抵扣、留抵退税、加计抵

减等配套措施。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4月1日，深化增值税改革正式实施，将制造业等行业
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
行10%的税率降至9%。

此次增值税改革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不仅企
业受惠，因生产成本降低，商品零售价格下降空间扩大，老
百姓也将因此受益。

其中，制造业适用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是下降幅度最
大的行业之一。 作为制造强省，深化增值税改革将为湖南
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制造业企业成本降低，创新研发空
间扩大，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将助推制造强省向
“智造”强省迈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 � � �“深化增值税改革，主要包括降低税率及扩大抵扣、留抵
退税、加计抵减等4项配套措施。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副局长王建平介绍。

在降低税率方面， 将原来适用16%税率的项目改按13%
税率征税，主要涉及制造业等行业；适用10%税率的项目改
按9%税率征税，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基础电信服务和农产品等货物。

在扩大抵扣方面，首次将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
扣范围，这意味着此前不能抵扣的公司员工出差机票、火车
票都可以纳入抵扣范围，对企业是一大利好。 同时，将取得不
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扣（第一年抵扣60%，第二年
抵扣40%），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

在留抵退税方面，扩大到全行业。 之前留抵税额只能等
到结转下期抵扣，现在纳税人只要符合条件，其新增留抵税
额可以退还，为企业缓解资金占用压力，增加现金流。

在加计抵减方面，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
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

“通过实施以上措施，确保制造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其
他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王建平
说，此次增值税改革，我省预计有18万余户企业将因此受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智能计量、 智能配用电等
设备制造供应商。 4月1日，该公司开出了深化增值税改革后的
首张增值税发票。记者看到，1.1万余元的商品，交税1400余元，
与改革前相比，减税300余元。“深化增值税改革，我们的利润
将会大幅增加”。 公司税务经理余萱告诉记者，根据公司去年
业绩测算，今年预计可享受增值税税收优惠约1897万元。

为保证减税落到实处，省税务局成立了深化增值税改革
组，借鉴“精准扶贫”经验，提出“精准宣传、精准施策、精准统
计、精准考核”的思路，制定详细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案，确
保纳税人4月1日正常开票，5月1日顺利申报。 纳税人如对政
策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 � � � 深化增值税改革， 涉及制造
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建筑业、
房地产业、基础电信服务和农产品
等所有行业。

“此次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适
用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 是下降幅
度最大的行业之一，是最大的受益
对象。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
局副局长王建平介绍。

三一集团是我省制造业龙头
企业。 据三一集团测算，增值税税
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 集团可减少
纳税1亿元左右。“今年制造业等行
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 集团
可减少纳税3亿元左右。 ” 三一集
团董事长梁稳根说。

深化增值税改革，不仅企业得

实惠，由于商品价格中含的税相应
减少， 商品零售价格下降空间扩
大，老百姓也将因此受益。

随着成品油增值税率由16%降
低至13%， 据多家分析机构测算，折
合92号汽油每升可下降0.18元左右，
0号柴油每升可下降0.17元左右。

汽车行业已经出现降价潮。 以
市场上原零售价10万元的汽车为
例，深化增值税改革后，零售价下
降空间为2600元左右。

4月1日，记者来到湖南长沙环
保园区宝马4S店，一位姓向的销售
经理告诉记者，随着增值税税率下
调，现在该4S店宝马全系车型建议
零售价都已相应下调，降幅最高达
6.4万元。据记者调查了解，奔驰、沃

尔沃、捷豹、路虎等豪车品牌也开
始下调建议零售价。

“预计会有更多的商品下调零
售价格。 ”王建平说，去年5月1日起
增值税税率从17%下调至16%后，
手机、汽车等一系列商品就曾掀起
了一波“降价潮”。

据省财政厅测算，深化增值税改
革， 全省本轮减税预计超过370亿
元。 目前，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全
省各级财政、税务、人社部门把落实
中央减税降费政策作为当前的头等
大事来抓，成立专门工作组，强化统
筹协调，省市县三级联动，按时保质
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切实让
广大企业和个人进一步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

减税降费，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税率下降，制造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受益者

转型升级，应对全球制造业的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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