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陆佳） 今天上午，长
沙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2019湖南（长沙）应急安全技
术装备博览会暨应急安全创新论
坛”（简称“安博会”）将于7月26日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据悉， 现场规划有工业安全
与防护、粉尘防爆、应急救援、消
防安全、 应急创新科技及技术服
务、综合服务等六大展区，共200
余个展位，展览面积约13500平方
米， 这是目前中部地区首个创新
应急安全专业展会， 也是湖南长
沙乃至中部地区首次应急装备
“大阅兵”。

本届“安博会”吸引了来自省
内外应急管理部门、 企业安全负
责人及采购商参与。 工业安全和
防护用品代表企业有湖南永霏、
沈阳百安达、无锡华信等；粉尘防
爆代表企业有昆山工统、 溧阳中
净环保、上海爵格、南方环境等；
工程机械救援代表企业有山河智
能、 中联重科等； 消防救援器材
生产企业有大疆无人机、 华汛应
急等。

同时，本届“安博会”现场还将
开设应急安全高峰论坛和分论坛
（安全大培训），就全国及湖南省新
形势下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和公共
安全状况进行研讨交流。

《艺术中国》创刊十周年
书画展开幕

7月2日，观众在欣赏书画作品。当天，由湖南省文化馆主办、艺术
中国杂志社承办的《艺术中国》杂志创刊十周年全国名家书画邀请展在
湖南省文化馆举行，共展出100幅精品力作，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至7月
15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通讯员 杨
珂欣 记者 周月桂）6月28日，长九（神
山） 灰岩矿项目一期投产动员大会在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神山矿区举行。
项目建设方中电建安徽长九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由中国水电八局等企业出
资设立， 该项目是全球在建的最大绿
色建筑骨料生产基地。

据介绍，长九（神山）项目包括矿
山、物流廊道、码头三大部分，其中，神
山矿区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牌楼镇，建
成后将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建筑骨料生
产基地； 长九码头位于池州港牛头山
港区，年吞吐量达6000万吨，为国内内
河单体规模最大的专用码头。该项目是
绿色建筑骨料产业的标杆和典范，采用
先进的绿色加工工艺，矿山工业场地进
行园林式景观绿化；矿山及物流廊道均
采用全封闭式结构， 配套先进除尘系
统；物流廊道采用先进技术，降低输送
噪音； 码头设置筛洗废水处理系统，实
现废水循环使用、零排放。

全球最大的绿色建筑
骨料生产基地投产运营
由水电湘军投资建设

应急装备“大阅兵”
中部首个“安博会”将在长沙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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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邱杨雨生）今天
上午，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 通报前不久举行的毒品
犯罪案件集中宣判活动有关情
况， 发布一年来全省法院依法打
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 并公布一
批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6月20日至6月25日，
全省共有14个市（州）的45个中、
基层人民法院参与集中宣判活
动，共集中宣判毒品犯罪案件73
件189人， 其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共计33人，占
17.46%；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的被告人共计82人， 重刑率
60.85%。

近年来， 全省法院突出打击
重点， 坚持从源头上打击毒品犯
罪，掐断毒品流通的第一链条；严
格控制对毒品犯罪案件缓免刑的
适用， 一年来毒品犯罪被告人缓
免刑适用率仅为1.58%； 严把毒

品犯罪案件质量关， 确保每一个
毒品犯罪案件经得起检验。2018
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20日，全
省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8024件11100人， 案件数和被告
人数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共对
2680名毒品犯罪被告人判处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 重 刑 率
24.1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
重刑率14.34个百分点。

据介绍， 湖南禁毒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全省法院将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运用刑
罚惩治毒品犯罪， 预防和减少毒
品犯罪；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
重点抓好对青少年人员的禁毒宣
传教育；进一步推进毒品案件办理
的规范化建设，统一我省毒品犯罪
案件的司法标准；进一步完善毒品
犯罪侦查、起诉、审判衔接工作机
制，提高毒品案件办案质量；推动
建立大数据平台，推进信息共享，
为综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张后军 杨思思

7月2日，株洲市亮出上半年“暖
企成绩单”：全市1.44万户企业享受增
值税降率优惠，5.68万户企业享受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政策， 减税7.58亿
元，降费3.9亿元；653家园区企业试点
养老保险费率过渡备案审批，减负1.3
亿元……

政策送上门、 实惠落到位。 今年
来，株洲市深入开展温暖企业行动，创
新措施抓实政策落地， 打通政策惠企
“最后一米”， 让更多企业拿到了真金
白银。

政策宣讲入脑入心
“我们从事新能源汽车推广多年，

最新的补助政策有哪些？怎么拿到？”

“从今年起，车辆完成销售上牌后
即预拨一部分资金， 行车2万公里后
再进行清算。”

今年4月， 通过株洲市工信局一
次政策巡讲， 中车时代电动公司负责
人及时了解了最新补贴政策， 顺利获
得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
3.7亿余元。

“一些企业只顾埋头干事，对各级
各类政策性专项补助资金不大清楚。”
株洲市工信局局长刘海滨介绍， 针对
这个问题，该局牵头收集整理44类惠
企政策，联合市直相关部门和县市区，
先后举办了11场“惠企政策大巡讲”，
覆盖2300多家企业。

同时，株洲市有关部门通过短信、
APP、微信等，及时将惠企政策推送给
企业主要负责人；100多个专业服务
机构开展各类政策培训； 各县市区建

立企业服务中心， 随时为企业提供政
策咨询等服务。

政策落地受制于多种因素，同类企
业在同一政策享受上也会存在差别。株
洲市采取“政策依据+政策来源+具体
案例”模式，先后在当地媒体发布20多
个领域近50个案例，取得良好效果。

“受惠于政策落地，公司上半年仅
社保费用就少缴了64.8万元。”株洲时
菱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小标告
诉记者，他们把“省”出来的钱全部用
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市场竞争力
明显提升。

服务企业实心实意
政策送上门， 更要将实惠落实到

位。
株洲市在“千名干部服务千家企

业”基础上，建立起“市级领导+驻企

联络员+县市区+各级各部门”四位一
体企业帮扶体系。市本级41名驻企联
络员驻企帮扶， 为123家重点企业排
忧解难。 县市区企业服务中心聘请企
业服务专员，点对点服务企业，帮助企
业用足用活政策、解决发展难题。

驻宜诚车辆公司联络员谷经华了
解到，该公司改制前房屋建得早，手续
不完善，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难以开
展融资及上市准备工作。 他主动多方
奔走，并向市政府提交专项报告，有效
推动了问题解决。

今年来，通过驻企联络员、企业服
务专员等各类渠道， 株洲市共收集交
办企业问题1044件，办结率达99.3%。

政策落到实处，服务帮到心上，发
展自然有力。今年1至5月，株洲市工业
企业主营收入、税收、利润同比分别增
长17.2%、26.2%、39.2%。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通讯员
王萍 记者 周月桂）步步高集团、
物美集团日前分别与重庆市国资
委、重庆商社签署增资协议，将分
别以 15.72亿元和 70.75亿元现
金， 入股重庆百货控股股东重庆
商社。据悉，这是目前国内零售行
业最大的国企混改项目。通过“引
进来”及“走出去”，湖南零售龙头
企业步步高已逐步成长为全国领
先实体商业联合体的核心力量。

本次混改完成后， 重庆市国
资委、 物美集团和步步高集团将
分别持有重庆商社45%、45%和
10%股权。资料显示，重庆商社是
西部地区商贸龙头企业， 位列
2018中国连锁百强第七位，旗下

拥有“重庆百货”“新世纪百货”两
大中国驰名商标，已形成百货、超
市、电器、汽车、进出口贸易等多
业态发展的经营格局。

作为湖南零售连锁龙头企
业， 步步高集团旗下近700家多
业态实体门店遍布湘、赣、川、渝、
桂等省市。通过入股重庆商社，步
步高集团零售版图再度扩张。近
年来， 步步高先后收购广西南城
百货、四川梅西商业，奠定了在西
南区域的零售领军地位。2018年
2月，互联网流量巨头腾讯、京东
联合入股步步高，揭开了“智慧零
售”发展的新篇章，步步高数字化
转型推进及智慧门店落地速度令
人瞩目。

让更多企业拿到真金白银
———株洲着力打通政策惠企“最后一米”

湖南法院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一年共审结8024件案件

步步高零售版图再度扩张
斥资15.72亿元参与重庆商社混改，

为国内零售行业最大的国企混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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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麓谷
创投大会启动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祝志平）6月28日，财信·2019
麓谷创投大会在长沙启动。 长沙6家
优质企业现场路演，项目涉及大数据、
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受到
投资者青睐。

麓谷创投大会由湖南财信金融控
股集团主办，定位为科技创投类赛事，
采用“线下+线上”的基本模式，打造
麓谷基金广场品牌。赛事总奖金逾百
万元，将在北京、深圳、上海设立分赛
场，报名持续到7月底。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总经理程
蓓介绍，麓谷创投大会主要面向具有
关键核心技术、符合国家发展战略方
向、成长潜力较好的企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文化
创意、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兴产
业，是关注重点。

据了解，财信金控与长沙高新区
管委会战略合作，通过麓创大赛、培训
及路演、资本运营研修班等，共同建立
资本市场金融服务综合体系，赋能中
小企业成长、助推实体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