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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曹娴）省生
态环境厅今天通报，1-3月， 全省14个市州
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7.3%， 同比增长
1.3%；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345个监测评价
断面中，Ⅰ～Ⅲ类的达标水质断面329个，占
95.3%，同比增加4.3个百分点。

3月，全省没有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14
个市州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8.4%。其中，衡阳、岳阳、常德、张家界、郴
州、怀化、娄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8
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100%。

按照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一季度14
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三位（从第14名到第

12名）是益阳、常德、湘潭，前三位（从第1名
到第3名）是郴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怀化。

一季度， 全省地表水345个监测评价断
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29个，占95.3%，同
比增加4.3%；Ⅴ类水质断面2个(益阳志溪河
和大通湖)，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郴州马家坪
电站大坝)。29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监测断面中，27个水质达标，2个水源地（娄
底大科石埠坝断面锑、 郴州山河水库锰）超
标。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56个断
面水质达到2019年考核目标，未达到考核目
标的断面比上年同期减少6个。

洞庭湖11个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轻度
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总磷，总磷平均浓度同
比由0.081毫克/升下降为0.063毫克/升。其
中，常德湖区为Ⅲ类水质，岳阳和益阳湖区
为Ⅳ类水质。

通报指出，湘潭、益阳空气质量已连续3
个月排名后三位； 在全省PM10颗粒物浓度
同比下降的情况下，益阳、常德不降反升；长
沙捞刀河口、益阳皇家湖和大通湖3个断面，
连续3个月低于Ⅲ类水质标准； 郴州罗渡镇
断面水质一季度下降2个类别。 相关市州政
府应高度重视，分析原因，加大防控治理力
度，有效减轻污染。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丁政宇）今天，省国资委发布的数据显
示， 省属监管企业一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年
稳步回升走势，生产经营不断改善，收入快速
增长，效益大幅增加，成功实现“开门红”。

今年以来， 省属监管企业围绕推进国有
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抓好稳增长、调结构、
推改革等工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突出实业主业， 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
益， 实现良好开局。35户监管企业一季度累
计实现收入1206.06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87亿元， 同比增长23%。3月份当月实现

收入513.62亿元，环比增长65.2%。
企业效益显著增加，上缴税费大幅增长。

一季度省属监管企业累计实现盈利47.28亿
元，同比增长47.9%；3月当月盈利25.15亿元，
环比增利14.6亿元。华菱集团、中联重科、湖
南建工集团等8户企业盈利过亿元。1至3月，
省属监管企业累计上缴税费53.93亿元，同比
增长28.5%。

资产规模保持增长，截至3月底，35户监
管企业资产总额11162.03亿元， 同比增长
6.6%； 净资产总额3514.59亿元， 同比增长
24.4%。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廖蔚佳）4月16日， 醴陵市召开新闻
发布会称， 第四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将于
4月26日至28日在醴陵经开区中国陶瓷谷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博览会以“五彩醴陵 花炮之都” 为
主题， 将吸引来自国内花炮生产区的220家
企业参展，展品囊括了各类烟花爆竹产品、生
产机械设备和花炮原辅材料。届时，将有来自

美国、法国、德国在内的22个国家及国内14
个省份的经销商现场采购。

此外，全国各地的花炮行业专家、学者也
将齐聚醴陵，探讨烟花鞭炮行业“安全、环保、
科技、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共同弘扬花炮
文化、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产业发展。

据悉， 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烟花爆竹交
易展示会、烟花爆竹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产业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等12项主体活动。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崔晓云）4月15日， 双牌县竹产业科技
园建设工地机器轰鸣、电火花飞溅，一座集
“旅游+竹精深加工”的竹产业城已经成型。

双牌是山区县，南竹面积在30万亩以
上，年产竹1000余万根。以前，该县竹制品
加工企业只生产半成品，或进行粗加工，效
益低下，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不强。

2017年以来，该县加大南竹资源招商

引资力度，着力发展竹精深加工产业。他们
积极参加招商活动，精准发布、推介招商引
资项目， 主动对接国内外竹精深加工企业
等，成功引进以产品研发、生产和休闲观光
为主的双牌县竹产业科技园，主要生产户外
防腐竹地板、户外防腐建材、户外竹制遮阳
伞、卡车底板和集装箱板等出口到欧美的高
端竹制品。双牌县竹产业科技园项目部经理
伍香云介绍， 该项目建设面积1017.6亩，总

投资5.02亿元，有产品加工区、产品展示区、
电商物流区、办公生活区4个功能区，项目建
成后，年创利税达1.5亿元以上，并带动现代
物流、餐饮、服务等行业发展。

目前，双牌县竹产业科技园吸引9家竹
制品精深加工企业落户， 该县阳明竹咏科
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旭平赞不绝
口：“去年3月6日公司办理营业执照， 政府
部门一路绿灯，半天时间就办好了。并立即
兑现各种优惠政策，还为企业招工。”该公
司安排600多人就业， 今年预计实现年产
值2.5亿元。

省属监管企业首季盈利增长近五成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张泽鹏） 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走上“云
端”，在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中提质增效。昨天
上午，在省工信厅组织的全省中小企业“上云
上平台”对接推进会上，省内19家企业与一
批云服务机构、工业互联网平台成功对接，达
成合同金额2728万元。

湖南吉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入2.2
亿元建设的新厂房，再过2个月将投产。这次
牵手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就是要提高生
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吉丰公司常务副总裁吴
国政介绍，以前信息不对称，生产一线、售后
服务等环节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工作效率还
不一定有保障。通过连接根云平台，原本一条
生产线需要70人， 以后预计只需要10人，仅
从人员减少这一块看，相当于2年多就可以收
回一条生产线的投入成本。 产能也将大大提

升，全部投产后将从年产15万台套增至50万
台套。

此次对接合作的项目包括生产经营管控数
字化与可视化、远程管控和运维等方面，有助于
提升企业信息化能力，加快智能制造步伐。

省工信厅大力推动中小企业“上云上平
台”。2018年全省推动11.2万余户中小企业
“上云”，培育92家标杆企业，企业“上云”知识
得到普及、“上云”积极性明显提高、“上云”应
用深度大幅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2.6
万余户中小企业“上云”、1074户“上平台”。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表示， 从今年开
始，我省将每年遴选100家左右制造业“上云
上平台” 标杆企业， 进行宣传推介和政策支
持；建设20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坚持“建
平台”和“用平台”双轮驱动，以用促建，以建
带用。

信息化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19家企业牵手云服务机构或工业互联网平台，合同

金额2728万元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市场监管局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相关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制度改革，推动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取消
14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对24类产品取消
发证前检验， 改为企业申请时提交检验合格
报告，全面简化审批程序，优化准入服务。

《通知》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压
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
程序的决定， 将停止原国家发证的水工金属
结构、港口装卸机械、集成电路卡及集成电路
卡读写机、制冷设备（不含标定容积500L以
上大冰箱）、空气压缩机、燃气器具（不含燃气
灶和燃气热水器）、防爆电气、广播通信铁塔

及桅杆8类产品，以及原省级发证的建筑钢管
脚手架扣件、人造板、饲料粉碎机械、轻小型
起重运输设备、建筑卷扬机、救生设备6类产
品的各项生产许可证受理、审查、审批工作。
各级不得再以任何形式继续许可或变相许
可。

《通知》规定，对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
理的24类产品（国证7类，省证17类），立即取
消发证前产品检验， 改为企业在申请时提交
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1年内产品检验
合格报告， 并对除危险化学品和食品相关产
品外的其他省级发证产品， 按照优化准入服
务的方式，实行后置现场审查，企业提交申请
和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并作出保障质量安全
承诺后，经审查合格即可取证。

我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瘦身”
取消14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24类产品取消

发证前检验

第四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
将在醴陵举行

大气、水环境质量传佳讯
一季度，全省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监测评价断面达标率，

分别同比提高1.3%、4.3%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记者昨日从长沙经开区管委
会获悉，为深入推动与日本产业的合作，深
化对外开放，4月8日至12日， 长沙代表团
赴日本开展经贸促进与友好交流活动。活
动中，日本林天连布、荻原、泰极爱思及福

州六和4家企业与长沙经开区签约，进驻广
汽三菱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此次签约的4家企业涉及汽车内饰、车
身结构件、副车架、汽车模具、汽车用座椅系
统、 汽车底盘及动力系统零部件等产业。长
沙经开区管委会招商合作局局长黄天际说，

4家重要的日本企业与长沙经开区签约，为
长沙汽车产业链带来延链、补链、强链的效
果。近年来，汽车产业链在长沙发展较快，目
前的集聚效应和优势进一步凸显，下一步将
努力向更高端的产业链完善、迈进。

近年来， 长沙经开区积极布局汽车全
产业链，先后聚集了广汽三菱、住友橡胶、
太平洋半谷、湘江关西、阿斯铁亚伍享、长
丰难波汽车沙发等日资企业， 形成了较为
完善的日系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体系。

长沙市：汽车产业链再添新成员
4家日资企业签约长沙经开区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
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朱杰 )日前，邵阳市
人民政府制定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0条举
措，从审批、融资、纳税、用工保障、降成本
等10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措施， 要求减环
节、优流程、压时限、提效率，着力为邵阳高
质量发展营造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零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免，服务
性收费由用事单位代缴；“跑一次”， 市级

232项权限全部下放园区，落实“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免打扰”，除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事项之外，对园区企
业一律免检查；“全赔偿”，因人为因素对
园区企业实施供水供电供气拉闸停供
的， 由断供部门赔偿企业全部损失；“前
审批”， 对园区产业项目实施前置“预审
批”；“总测绘”， 所有区块测绘实行一次
性区域整体测绘， 入园企业不再单个实

施测绘；“免担保”，由银行、保险、园区、
企业联手互动， 落实科创型企业和中小
微企业融资免担保；“控股权”，园区以股
权投资吸引重大制造业项目和高新技术
企业入园；“保用工”，实施养老保险缴费
费率过渡试点政策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费率政策， 企业按政策享受多重补贴；
“扶升级”，支持实体经济“个转企”“微升
小”“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

近年来，邵阳市大力推进“引老乡回故乡
建家乡”战略，成效显著，为加速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进一步引进客商来邵投资兴业，积极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出台此次“邵十条”。

为邵阳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邵阳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邵十条”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周俊 见习
记者 马翔 通讯员 王威群）“2个月内就能
办好土地证、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和预
售许可证。”4月10日， 在双峰县重点产业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上，香港宏辉集团董事长李
秋保为双峰的高效服务点赞。当天，该县共
有5个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超过23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囊括了现代商贸

服务、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其中，湖
南东华杭萧钢构装配式建筑项目， 总投资
5.1亿元，投产后可年产钢构件8万吨，年税
收达3000万元；诚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聚
焦精密零件的智能制造， 项目总投资1.08
亿元， 可形成年产500万件高精密零部件
规模； 湖南广达新型建材年产220万米管
桩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年预计销售额2.1亿

元，企业可实现年创税1220万元，有效拉
动建材、能源、交通运输等多方面的需求；
双峰国际商贸城，总投资5亿元，计划建设
湘中超大双峰首席家居建材一站式采购中
心，可新增3000余个就业岗位。

近年来，围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双
峰县着力在优化服务上发力。 通过开展征地
拆迁清零清障、打击“强行阻工、强装强卸、强
揽工程”“企业宁静日”等专项行动，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 通过实施营商环境负面行为处罚
机制，严查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行为，有效推动了产业项目的快速落地。

双峰：5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超23亿元

双牌：南竹资源引来竹产业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