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蔡雅欣）
减税降费，惠民利企。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露，该行与
多个单位联合推出的电子退库系统自7月1日上线以来，全省共
办理电子退税59.6万笔，金额29.1亿元。其中属于普惠小微企业
退税45.5万笔，金额4471万元，惠及企业14491户、个人132186
人，有效激发了微观主体活力。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介绍， 通过上线电子退库系统，税
务和国库系统实现无缝连接，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在确保国库
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明确纳税人免填申请表，无需准备退税资
料，由税务部门直接向国库发起退库申请和退库清单，退库资
金即可主动退至纳税人卡上，真正做到让纳税人少跑路。

电子退税惠民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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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
天， 省文化和旅游厅在2019年湖南夏季乡
村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上， 发布“红色研学
游”“非遗文化游”“清凉避暑游”“休闲度假
游”“绿色生态游”“亲水欢乐游”6条湖南暑
期特色旅游产品线路。

游客可在韶山、花明楼等地缅怀革命
前辈，领略湖湘红色文化的魅力；到湘西
深度体验湖湘非遗神秘， 探源土家传奇，
感受多姿多彩的苗乡风韵； 在南岳衡山、
清凉桂东、资兴东江湖等山水胜地，体验
清凉避暑之乐；到省博物馆、岳麓书院感
受古老文明的气息； 也可去沱龙峡漂流、
到君山岛泛舟、来柳叶湖渔猎，与湘水来
一次清凉的相遇。

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向游客推荐2019
年湖南避暑胜地，包括：大围山国家森林
公园、南岳衡山景区、株洲神农谷国家森
林公园、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岳阳天
岳幕阜山、常德壶瓶山大峡谷景区、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 郴州莽山国家森林公园、
桂东县瓯江镇、 永州阳明山国家森林公
园、怀化穿岩山省级森林公园、娄底大熊
山国家森林公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链接

2019年湖南暑期
特色旅游产品线路
一、红色研学游
1、韶山 (毛泽东故居 )———宁乡 (刘少

奇故居 )
2、平江 (平江起义旧址 )———醴陵(李立

三故居、耿氏宗祠 )———攸县 (酒仙湖、红军
东冲兵工厂)———炎陵(炎帝陵、红军标语博
物馆)———汝城(沙洲红色旅游景区)

二、非遗文化游
武陵源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

永顺 (老司城遗址 、芙蓉镇 )———古丈 (红

石林 、夯吾苗寨 )———凤凰 (凤凰古城 )———
洪江 (洪江古商城 )

三、清凉避暑游
衡阳 (南岳衡山)———耒阳 (蔡伦竹海)

———永兴 (便江、龙王岭 )———资兴 (东江湖 )
———桂东(八面山自然保护区)

四、休闲度假游
长沙 (岳麓山 、橘子洲、省博物馆 )———

岳塘(昭山)———云龙区(方特欢乐世界)———
攸县 (酒埠江、 白龙洞)———炎陵 (炎帝陵)
———资兴(小东江)

五、绿色生态游
溆浦(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枫香瑶寨)

———通道(万佛山、皇都侗寨 ) ———城步(南
山国家公园)———新宁(崀山)———东安(紫水
国家森林公园、舜皇山)

六、亲水欢乐游
岳阳市 (洞庭湖、岳阳楼 、君山岛 )———

常德(欢乐水世界、意式风情街)———桃源(桃
花源)———沅陵(二酉山、借母溪)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 林城

炎炎夏日， 谁不期待一场清凉的避暑
之旅。

7月25日，“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发布
会及时递上了一张避暑名单：桂东县、江华
瑶族自治县、桑植县、长沙县开慧镇、桃花
源风景名胜区、龙窖山风景名胜区、沩山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 湖南西瑶绿谷国家森林
公园等8处旅游目的地入选。

这8处旅游目的地有何独特的清凉秘
方，评审专家详细进行了解读。

夏季平均气温均低于28摄氏度
“何为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纳凉、戏

水、养生一个元素都不能少。”省气象服务
中心主任刘瑞琪介绍， 此次评选入围单位
的基本条件和要求是， 为湖南省境内夏季
避暑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禀赋、避暑旅游资
源丰度、基础配套设施均优良的地区。专家
评估组主要从气候条件舒适、 生态环境优
质、旅游资源优越、旅居环境适宜、配套设
施完善等5个方面进行审查和评定。在今年

申报的45家单位中，8处旅游目的地脱颖而
出。

根据30年气候整编资料，所有获评单
位夏季平均气温均低于28摄氏度，其中桂
东县夏季平均气温23.6摄氏度。 此外，龙
窖山风景名胜区、桑植县、湖南西瑶绿谷
国家森林公园负氧离子含量高，空气清新
宜人；桂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桃花源风
景名胜区水系发达，人体体感舒适；长沙
开慧镇则以生态康养和红色旅游资源而
闻名。

2019“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的评选，
深度挖掘了湖南境内一批夏季避暑资源，
包括山岳森林避暑康养、 湖泊水域溯溪戏
水、 湿地物候万千气象、 草甸花海户外体
验、民俗古镇文化度假等，为湖南生态文明
建设打造一张清凉新“名片”。

让“凉”资源变成“热”产业
“评选避暑旅游目的地，将潇湘大地的

宝贵‘凉’资源变成了优质的‘热’产业。”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肖凌之表示， 抓好文
化旅游，需要充分释放“气候旅游胜地”的

品牌效应。
本次评审活动由中国天气网、 省气象

学会和省旅游学会共同发起， 是中国（湖
南） 气候旅游胜地系列创建活动之一。去
年，湖南打出了“气候旅游胜地”这个全新
的文旅产品。“气候+旅游”，创新产品供给，
打造产品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契合了多样
化旅游体验需求， 助力湖南旅游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肖凌之表示， 气候旅游胜地评选活动
通过评价气候旅游及生态环境， 深度挖掘
湖南省内高质量的气候旅游资源， 倡导绿
色生态的生活理念，发展气候旅游、生态旅
游、康养旅游、健康旅游，扩展了传统景区
旅游的外延和内涵。

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家清表
示 ，今后 ，湖南气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
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服务保障，大力推进
生态气象监测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气候
旅游资源评估，研发精细化旅游气象服
务产品，为湖南气候旅游胜地的系列创
建活动提供更加科学、 专业的技术支
撑。

湖南2019“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名单出炉，8处旅游目的地入选———

避暑风景，为何这边独好

来三湘四水畅游今夏
湖南6条暑期特色旅游产品线路发布

省文旅厅向游客推荐湖南13处避暑胜地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黄利飞 实
习生 唐嘉余） 华菱集团昨天对外披露上半
年高端产品研销数据。受益于持续推进的精
益生产、 销研产一体化和营销服务体系建
设，华菱集团上半年完成研发、生产和销售
高端产品共计448万吨，占集团钢材总销量
的45%，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高端产品创效
8.6亿元。

今年以来，钢铁行业上游铁矿石、焦炭、
焦煤、废钢等原燃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钢材价
格震荡下跌。行业整体利润“两头”受压，钢铁
企业利润出现不同幅度下滑。 华菱集团逆势
而上，各核心子公司整体运行持续向好。

华菱湘钢造船与海洋工程用钢、桥梁用
钢、工程机械用钢市场份额持续保持全国第

一；通过成功研发大热输入焊接用船板生产
技术，湘钢由此成为国内首家能够生产焊接
热输入量300千焦/厘米高强船板的厂家。

华菱涟钢高强超薄耐磨钢市场占有率
已超过六成，高强工程机械用钢等产品替代
进口，取向硅钢系列品种研发生产取得重大
突破。

华菱衡钢超临界电站锅炉用耐热钢管
P91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大量出口；
P92钢管成功替代进口；率先研发的系列高
端旋挖钻杆管，迅速得到重点客户青睐。

华菱集团分析，下半年钢铁行业严峻形
势将进一步加剧， 华菱集团将继续提升效
率、降低成本，同时做好研发创新、不断提升
营销服务能力。

华菱集团上半年
高端产品创效8.6亿元

生产、销售448万吨，占集团钢材总销量的45%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金慧）长沙连日
高温，流落街头的生活无着人员如何消暑？7
月25日，长沙市救助站正在全市开展“夏季
送清凉”专项活动，劝导街头流浪乞讨人员
受助返乡、进站避暑，确保生活无着人员在
高温天气里得到及时救助。

今年长沙市救助站“夏季送清凉”专项
救助活动于7月15日启动， 当气温高于
35℃，即组织工作人员上街劝导，对市内车
站、码头、公园、繁华商业区、交通主干道及
地下通道、桥梁涵洞等重点地段的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全方位、全天候、无死角地巡视和
救助，坚持“发现一个，救助一个”，引导流浪
乞讨人员入站。

“大叔，你是哪里人？这天气太热了，我
们帮您买票回去吧，要不去救助站避避暑。”
25日下午，在人民路立交桥西下面，长沙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一位大叔耐心劝说，
但大叔既不愿前往救助站， 也不愿意回家
乡。救助人员递给他一瓶水、一盒方便面和
一盒藿香正气水，并留下救助引导卡，叮嘱
他如果遇到特殊困难、 想求助回家的话，可
拨打卡片上的电话号码，救助站会免费护送
他们顺利回家。

据悉，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中旬，工作
人员将实行24小时接待服务制，保持求助热线
0731———84155110全天候畅通， 对涉及群众
提供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信息及时处置。

连日高温酷暑当头
长沙为街头流浪乞讨人员“送清凉”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通讯员 邓杰 涂
佳微 记者 周月桂）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株洲所”） 今天在
2019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上，发布
了自主研发的CBTC（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
控制）信号系统。中车株洲所表示，公司已具
备为全球用户提供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全
面解决方案的能力。

CBTC信号系统是保证城市轨道交通正
常运行的中枢控制系统， 有着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之称。中车株洲
所时代电气总经理刘可安介绍， 作为城市轨
道交通三大关键核心技术(牵引、信号、制动)

之一， 信号系统主要用于保证列车安全运营
和提升运营效率，具有技术难度高、安全责任
大等特点。

相对于牵引和制动系统， 信号系统一直
是中车的短板。中车株洲所2009年开始进军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领域， 坚持走自主创新之
路， 历经7年攻克CBTC安全性和可靠性设
计、 子系统集成及现场复杂环境应对等技术
难题，2016年成功研制出整套自主化CBTC
信号系统。2017年在长沙地铁4号线拿下首
个订单。2019年5月长沙地铁4号线CBTC信
号系统成功开通试运营。

中车株洲所旗下中车时代电气通号公司

总经理张超介绍， 中车株洲所自主研发的
CBTC信号系统，采用“信号+牵引+制动”的
一体化设计，在列车控制精度、乘坐舒适性、
列车节能控制等方面有大幅提升且处于行业
先进水平。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贾世瑞表
示，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轨
道交通信号产业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中
车株洲所自主CBTC信号系统全球发布，不
仅补齐中车“走出去”的最后一块短板，同时
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总
包交钥匙”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备更大
优势。

作为城轨交通三大核心技术之一、有着城轨交通运营“大脑”和“神经系统”之称
中车株洲所城轨交通信号系统发布

已在长沙地铁4号线成功试运营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伍巧佳）入伏以来，长沙地区持续高温晴
热天气，用电负荷随之急剧攀升。记者昨天
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获悉，下午13时40分，
电网最高负荷达718.4万， 预计今夏长沙地
区最高用电负荷将达780万千瓦，同比增长
8.4%。

为确保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
网长沙供电公司近年持续深入推进“长沙电
网供电能力提升3年行动计划”。今年“会战
630”电网建设攻坚行动，共完成电网建设
项目56个，投产变电容量499.2万千伏安，投
产线路长度525.32公里，网络结构进一步加
强。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长沙电

网极限供电能力已提升至800万千瓦，部分
省网关键输电断面瓶颈得到缓解，基本能满
足长沙地区用电需求。同时，公司上下已做
好充分准备，全力以赴最大程度保障民生供
电。 按照“一线路一方案”“一主变一方案”
“一台区一预案”的原则，制定了科学合理的
工作预案， 全面抓好电网隐患排查消缺、设
备监视运维，确保电网设备安全度夏和可靠
运行。目前，已开启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抢
修服务。

电力部门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电，夏季
高峰负荷时段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大功率
电器；高能耗企业、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合
理调整生产经营计划， 必要时要采取错峰、
避峰用电，让电于民。

长沙今夏最高用电负荷780万千瓦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多措力保用电无忧

7月25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车头村， 国网麻阳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在
110KV输电线路上更换绝缘子，确保供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滕树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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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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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赵俊荣 王霄
琦）面向“村官、村医、村教”，落地“三村工程”，实施“智慧扶
贫”。今天，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湖南润农生态茶油有限公司，在花垣县十
八洞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油茶特色产业扶贫闭环。

按照规划，中国平安将通过销售促进、带动油茶示范基
地建设，为当地农户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联合出品“灵犀十八
洞村”茶油产品，其销售额的1%直接捐赠给十八洞村，推动
乡村振兴。

平安人寿、 平安养老险在花垣县实施“村教”“村医”工
程；平安产险实施“村官”工程，并在湘开展扶贫特惠保家庭
综合保险、扶贫特惠保借款人意外保险合作。

据悉平安“三村工程” 已在全国13个省份落地，惠及贫
困人口近50万人。

中国平安“三村工程”落地湘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