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也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经济 10

!"#$%&'()*+,-./ "#$0123
45&6%&78 !"#$% 9:;<=>?@ABC
D/ABEF"#$GH%&IJ@KLM?N/IJO
P &'()* QR/STU?VW XYZ[\]^_ABI
B`*ab+++,-.//.01,23040,156780cdefH?gJ
hijak299:;<<11=>782401/?7156780cW

!"#$%&'()*+,-.-/0123
!"#$ 4 $ 5 #% 6

!"#$%&'()*

! ! ! !!"#$%&' "#$% ( & ) "$ *+,-./*012
34-5'67!8#9:;<=>?@5ABCDEF$
GHIJK$ LM'DENOP $' OQ;<=>?RS
TBU VWJK$XYZ>2["(("\)' ] _̂̀ a<=b
`c?deFfghdifgjdNkl$mnopRq$
rst%<=Cb`5uU vwDE

!"#$%$&'
"($% ( % ) $$ *

! "

!!"#$!

! ! ! !!"#$%&'()*+,-./'0123 41
235126789:;<=>?@ABCDEFGH9I
JKLMNOPAQ>QRSTUVWXYZ[\]^
_`a9bcdefgh&i#0jklZ[m@Ano
pqrstuvwx3yzt{|3}zl~�9���
V���9��,-m

���9 MNOP��V���2�����G�
�m ����9MNO�P�����V� !"#"$%! ��
�9���� !&$#'(m 'V�����.9 0�¡¢/
'0*+£¤V3¥V¦§¨¡©,-ª+0«.30j
klZ[m

�¬9 MNOP®fgh&¯¨bc>_°a2
±²³´mµ]¶1·¨̧ ¹_º_aF¶1»¼9½bc
_afgh&'¾¿V�s¡��i#ÀÁÂÃ9 bc
°aÄÅ/'01234123512lZ[Æ_aÇÈ
ÉhÊËJt#�ÈÄÅ��de®8XYÌÍ3 ÄÅ
/'ÎÏ0ÐÑXYlZ[m MNOPAQ>Q��9"
ÒÓZ[Ô�Õ·½Ö×ØÙÁm "%&' ( )#

!"#$%& '()*+,

!"#$%&'()*+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奉永成） 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商事制度改革和登记
注册工作座谈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大力推
进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截至8月
底， 今年全省新设立市场主体数达481011
户， 全省企业开办平均时间已压缩到3个工
作日以内。

今年， 我省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
力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实施证照整合，大
范围精简审批事项，将39项行政许可及政务
服务事项列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录。截

至8月底，今年全省“证照分离”改革涉及相
关业务13214件。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模式，推进市场主体登记全程电子化，电子
营业执照首次实现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
应用。 支持企业在线办理注销相关业务，解
决企业退出难问题。支持更多有条件的银行
网点参与无偿办理企业登记服务， 截至8月
底，省内12家签约银行已投入1435个银行网
点免费帮助企业申办登记业务。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截至8月
底， 全省市场主体总数由商事制度改革前

2013年底的222.61万户增长到418.34万户，
注册资本总额由2013年底的2.14万亿元增
长到9.60万亿元。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进入市场
提供便利。”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说，我
省将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推行企业开
办全程网上办理， 探索推进领照即可开业，
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大力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改革，提升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的
获得感，力争到今年底前重点领域和办件量
较大的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黄子皓

入秋以来， 桑植县柳浪坪村成片的白芨
长势喜人，近百名农户忙着锄草。

“工作队流转了家里5亩地，种了好多白
芨。合作社雇我们在家门口干活，还包饭，这
钱赚得开心。”9月10日， 正在干活的贫困户
黎友兰看上去劲头十足。

2018年前，柳浪坪到处是荒地。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帮扶工作队驻村后， 把它变成了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宝地”。

白芨是药用价值高的一种植物。 柳浪坪
村地处武陵源腹地，交通不便，是一个深度贫
困村。 工作队驻村后调查发现， 村内生长着
10余种珍贵的野生中药材，老百姓却不知道
自己攥着个“金饭碗”。

为了科学规划脱贫产业，工作队从长沙、
上海等地请来中药材种植方面的专家， 实地
查看了柳浪坪村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几番研究
论证，答案是：发展中药材产业大有可为。工作
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周炎林说，综合考
虑气候环境、 土壤质量和市场前景等因素，村
里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最终把白芨
确定为主要种植品种。

“想办法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让他们主
动加入合作社， 贫困户都要带头脱贫致富。”
村党支部副书记殷前洪回忆说，长期以来，贫
困户的“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生产积极性
很差。

工作队来了后，首先对上一年度发展家庭
产业能人进行奖补。消息一传开，贫困户的积
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纷纷加入到中药材种植
合作社中，申请流转土地，参与白芨种植。

周炎林介绍，合作社成立后，村集体种植
白芨100余亩。近一年来，累计发放劳务工资
近30万元，已有40多户贫困户通过合作社流
转土地、劳务实现了稳定收入。

在经营好合作社的基础上， 工作队还主
动做起了“推销员”，为白芨寻找好买家，积极
和省中医药管理局对接汇报，参加省内外中药
材博览会， 邀请药企商家赴柳浪坪村实地考
察。村主任龚芳春说，按照目前市场走势，中药
材销路不成问题，合作社的收益将主要用于贫
困户的稳定脱贫和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壮大。

“不久的将来，可以在柳浪坪村领略不一
样的乡村中医药文化。 广大村民也将从特色
中药材的种植中， 走出一条幸福的致富之
路。”周炎林满怀憧憬。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胡斌）9月6日，蓝山县举行
中国（蓝山）国际玩具产业园推介会暨招商
引资项目签约仪式。100多位来自粤港澳
大湾区玩具业联盟的客商聚集蓝山， 开展
投资洽谈。 蓝山与香港玩具厂商会达成招
商战略合作协议， 永州龙昌智能和惠州励
成玩具正式签约入园。

近年来， 蓝山县发挥紧邻广东连州的
区位优势，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开
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社会资本建设标准厂房，“筑巢引凤”

打造中国（蓝山）国际玩具产业园。该园以
玩具制造为主，五金、塑料、电子元件生产
为辅，一期投资10亿元、占地300多亩，建
设集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外贸出口于一体
的现代化玩具生产基地。已建成6栋5万余
平方米标准厂房， 引进了港资企业永州星
月投资有限公司，所产玩具畅销欧美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去年产值突破1亿元。

园区二期规划用地2000亩，预计全部
建成后，可容纳数百家企业、数万名员工，
有望形成年销售额超100亿元的玩具产业
园。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金慧 甘鹏宇 ）
9月9日，由中建五局承建、华为和比亚迪
联手打造的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园比亚迪电
子项目首批手机正式下线。300个施工节
点200天内完成,中建五局承建此项目创造
了令人瞩目的新速度。

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园位于湖南省长沙
市望城区，占地260亩，按照德国工业4.0标
准，面向未来20年发展，规划产能1.5亿台
智能终端设备和泛网络产品， 是湖南最大
的电子类“超级工厂”。

据了解， 为满足电子类车间通透连续
要求，项目生产厂房采用“大承重、大间距、
大跨度” 设计； 为满足管理自动化信息需
求，项目自主研发厂务监控系统，三维立体

监控界面是全国首创；为满足10万级洁净
厂房要求，项目外墙严格控制实现“零”变
形缝，配备的18套世界级绿色建造系统是
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系统。

该项目自开工以来， 中建五局按照工
程总承包管理模式（EPC模式）进行管理，完
成钢结构、BIM管线综合、各分包碰撞、洞口
预留、装饰、幕墙等各项深化设计46项，先后
进行了桩型调整、泡沫混凝土回填、后浇带
调整等12项重大变更， 合计节约工期80余
天。同时，成立专门指挥部，土建、安装、装
饰、幕墙、园林绿化等专业穿插作业，协同作
战， 高效推进，300个施工节点在200天内
圆满完成， 确保了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园比
亚迪电子项目产品的正式下线。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谭雯婷）湖南银保监局日前组织全省
18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全省启动“百行
进万企” 融资对接工作， 聚焦小微企业发
展，精准施策破解融资难题。湖南是中国银
保监会首批试点该项工作的5个省市之一。

近年来，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展
战略、 体制机制、 产品服务等方面持续发
力，不断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但融
资“难”和“贵”仍是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瓶
颈。 湖南银保监局要求全省所有银行业金

融机构积极投入“百行进万企”工作，深化
银企对接，精准匹配需求，增强小微企业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确保取得实效。

湖南银保监局表示， 经筛选确认后全
省纳入此次融资对接的小微企业达17.45万
户。 融资对接工作将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
走访的形式， 听取小微企业对银行融资服
务的意见建议， 了解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
需求和融资特点， 推进金融资源高效向小
微企业配置，打通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最
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唐璐 许杰 ）进入
下半年，长沙市外贸数据总体向好。据星沙海
关统计， 今年1至8月， 长沙市进出口总值达
123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7%，增幅高
于同期全省16.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65.2
亿元， 增长90.3%； 进口367.6亿元， 增长
25.1%。8月，全市外贸总额209.1亿元，创单月
外贸进出口额历史新高。

民营企业成为进出口主力。1至8月， 长沙
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900.4亿元， 增长

101.5%， 占同期长沙进出口总值的70.1%。国
有企业进出口总值达78.9亿元，增长42.1%。一
般贸易为主要进出口方式。1至8月， 长沙市一
般贸易进出口901.2亿元，增长54.7%，占同期
长沙进出口总额的73.1%。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表现
抢眼。1至8月， 长沙市出口机电产品440.2亿
元，增长87.5%，占同期全市出口总值的50.8%；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79.6亿元， 增长84.1%，占
同期全市出口总值的20.7%。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

者 曹娴 通讯员 杨玲）手机
辐射有多大？5G在生活中有
哪些应用？8日， 全国无线电
管理宣传月湖南活动在长沙
万达广场启动， 不少市民通
过现场体验， 揭开了无线电
的“神秘面纱”。

将一台正在拨号的手
机，放在“手机辐射演示仪”
的感应区，约10秒钟后，演示
仪屏幕上显示手机辐射数
值。 记者看到，3台不同的手
机经过测试， 最终辐射值为
0.01毫瓦、0.25毫瓦、0.79毫
瓦。天维讯达（湖南）科技有
限公司测试部副主任石钢介
绍， 手机拨出电话时产生功
率在2瓦左右， 都是正常的。
一般情况下， 手机拨出电话
瞬间功率最大， 随后功率迅
速降低。

通信运营商现场展现了
一批5G新技术、新应用。市民
观看实时传送的16路4K高
清视频，体验5G+VR等“黑
科技”。联通展位，不少人在
“智能猜拳机械手”前败下阵
来。工作人员介绍，机械手通
过传感器识别人的手势，5G
网络下大数据下载速率达每
秒1GB， 相当于现在4G传输
速率的10倍以上， 可以迅速

预判对手将出什么拳。
活动现场发放无线电法律法规、 无线电

管理、辐射科普等方面的宣传手册，为群众提
供无线电知识答疑； 展示了近年我省无线电
管理部门在查找无线电作弊设备、“黑广播”
“伪基站”工作中使用的高精尖技术设备。

此次活动由省工信厅主办， 省无线电
协会承办。活动期间，还将在湖南大学组织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浏阳市李白烈士
故居举行无线电宣传教育基地挂牌仪式。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陈慧 黄玺）备受钱币爱好
者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币亮相。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介绍， 人民银行定于今日起陆续
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7枚，其中金质
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4枚，双色铜合
金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货币。

本次发行的金银纪念币共有如下
样式 ：150克圆形金质纪念币面额
2000元，最大发行量2000枚；8克圆形
金质纪念币面额100元，最大发行量6
万枚；1公斤银币面额300元， 发行量
5000枚；150克银币面额50元，发行量
7000枚；30克银币有两款不同的背面
图案设计， 面额均为10元， 发行量共
20万枚。 金质纪念币和银质纪念币正

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
刊国名、年号。

该金银纪念币由中国金币总公司
总经销。 目前湖南地区的中国金币特
许零售商共有3家：湖南湘中汇金币经
销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银阁钱币有限
公司、湖南藏金阁贸易有限公司，市民
可直接前往购买。据了解，已有特许零
售商在微信商城开通了
这套金银纪念币的预售，
定金为500元，但金银纪念
币的具体售价暂未确定。

本次发行的双色铜
合金纪念币， 面额为10
元，发行数量为1.5亿枚。
湖南地区总共分配到365
万枚， 其中第一批150万
枚，第二批215万枚，市民
可通过中国银行官方网

站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预约登记。
第一批次于9月19日至9月23日办理预
约兑换，第二批次于10月25日至10月
30日办理预约兑换。

业内人士提醒， 此套纪念币题
材关注高，发行量有限，具有较大升
值潜力， 想预约购买的市民须掐准
时点。

精准扶贫在三湘

白芨“铺就”致富路

长沙市进出口贸易保持高位增长
8月创单月外贸进出口额历史新高

蓝山“筑巢引凤”建国际玩具产业园
一期投资10亿元，占地300多亩

300个施工节点200天内完成

中建五局为“超级工厂”保驾护航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截至8月底，今年全省新设立市场主体481011户，全省企业开办平均时间

压缩到3个工作日以内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币开始发行
●该套纪念币共7枚，其中金质2枚、银质4枚、双色铜合金1枚
●市民预约购买须掐准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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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湖南启动“百行进万企”
融资对接工作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王晗）“智
慧化高速公路， 还会堵车吗”“城市智慧停
车，离我们还有多远”……9月6日，“智涌潇
湘”2019� AI� Cloud（人工智能云）生态大会
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一
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融合大数据、万物互
联、 云边融合等新技术的科技盛宴拉开帷
幕，吸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2000余人参
加。

人工智能时代正呼啸而来。近年来，长
沙抢抓机遇，以湖南湘江新区为先发区、聚
集区、主战场，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进行了一系
列有益探索。今年6月，长沙发布《关于进一
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意见》， 设立5
亿元专项资金、100亿元产业基金， 对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予以支持。
在湖南湘江新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长沙）测试区，以100公里智慧高速、100公
里城市开放道路等项目为引领， 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正成为长沙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
的亮点。“自动驾驶如果没有商业化应用，
就不会有量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表示， 长沙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在生态、资金、市场等方面拥
有优势， 未来应把更多精力放在技术成果
和人才团队上。

这次大会以“数据智理、 人工智能赋
能”为主题，在1个主会场和3个分会场，深
入探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应用和发展趋
势， 为城市科学治理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带来新思路。

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智涌潇湘”2019人工智能云
生态大会在长沙举行

“致富车间”
助增收
9月8日， 宁远县

柏家坪镇曙光新村“致
富车间”， 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户的贫困劳力
在生产鞋面。 今年来，
该县出台一系列扶持
政策， 推动一批效益
好、有潜能的“扶贫车
间”转型升级为“致富
车间”， 目前改造升级
为“致富车间”的有60
个，解决贫困劳动力就
业1120人， 年人均增
收1.2万元。乐水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