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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张雪光 陈姿雯 ）“作为一家成
长中的中型制造业企业， 我们几乎涉
及到所有税种， 享受了最大力度的增
值税优惠政策。”日前，湘潭市经开区
的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
上， 收到一笔1200万元的增量留抵退
税。该企业财务负责人左光慧说，税收
优惠政策的范围不断扩大， 力度不断
增强，为企业汇聚了新动能，这1200万
元为公司正在建设的四期项目提供了
后备资金。

湘潭市税务局统计显示， 今年前
三季度， 该市累计新增减税18.24亿
元， 其中2019年新出台减税政策累计
新增减税10.51亿元， 覆盖全市4万余
户小微企业。今年初，该市各级税务部
门实行党组班子成员联点负责制，深
入园区、企业，采取线上线下、上门服
务、集中培训等方式，开展多轮次宣传
辅导，目前共培训纳税人11万户次。同
时，该市税务部门开发“湘潭税务智汇
助手”掌上小程序，纳税人在手机上操
作就能了解相关政策， 完成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自3月25日上线以来，该程
序已为全市90%以上的企业纳税人提供
税收辅导服务。

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湘潭市税务
部门与该市26家银行机构启动“银税互
动”项目，用“纳税信用”换取融资贷款。
全市已有2643户次企业将纳税信用成功
转化为企业的融资资本， 获得银行授
信60.63亿元， 提供的信用贷款也从线
下走向线上，形成“企业有发展、银行
有效率、纳税更诚信”的良性互动。

在税务部门的精准辅导、 高效服务

下，各项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湘潭各大企业享受了改革红利。 今年该市
456户企业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金额达14.48亿元，同比增加106%。该
市前三季度高加工度工业、 高技术产业増
加值分别増长9.8％、12.5％。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陈淦璋）今天，以
“金融科技，湘江论道”为主题的2019湘江金融发展峰会
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金融机构及企业
代表近1000人齐聚湖南金融中心， 共话创新与机遇，规
模为历届之最。

建设湖南金融中心是省委、省政府加快金融业发展，
补齐金融短板的重大决策部署。2016年以来，按照“三年
成规模，五年出形象，十年基本建成”的发展目标，长沙市
委市政府、湖南湘江新区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完善金
融体系，不断优化金融生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入驻。截
至目前，已吸引425家各类金融机构入驻，引导345家各
类基金管理机构和超过2200亿元资金集聚长沙，“持牌
金融+基金小镇+金融科技+中介机构” 四柱支撑的产业
格局加速形成，“科技普惠”的品牌影响不断扩大，成为推
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新增长极。

2017年11月，为推动湖南金融业发展、搭建合作共赢平
台，湖南湘江新区精心打造了湘江金融发展峰会。经过三年
发展，一年一度的湘江金融发展峰会已经成为湖南金融界的
一件年度盛事，与每年上半年举行的互联网岳麓峰会遥相呼
应，形成“开春观岳麓，盛秋看湘江”的品牌佳话。

据介绍，本届峰会立足于湖南金融中心“科技普惠”产业
发展定位，围绕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科技赋能普惠金融、
保险科技新生态以及科技资本共促成果转化等展开，分为主
论坛和银行科技、保险科技以及基金创投3个平行论坛。

湘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中杰表示，湖南金融中心力争
通过三至五年时间，引进培育300家金融科技公司，培育5至
10家独角兽或上市企业， 构建完善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建
设全国金融科技特色最鲜明的区域金融中心。

“惠”聚企业发展新动能湘潭税务
前三季度新增减税18.24亿元，覆盖4万余户小微企业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罗跃群）11月22日， 冬日暖
阳。 走进桑植县龙潭坪镇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8栋灰白相间的楼房整齐排
列。小区内，孩子们嬉笑玩耍，老人们悠
闲散步， 脸上露出幸福笑容。“感谢党的
扶贫好政策。”贫困户丁进财说，他们一
家原来住在30多公里外的大山里，搬到
这里后， 自己在湘蓝粽叶扶贫工厂已实

现稳定就业。
“十三五”期间，桑植县易地扶贫搬

迁总任务为14210人， 占全县贫困人口
的14.4%。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全县共
认定划分符合易地扶贫搬迁区域1686
个，涉及23个乡镇252个村1493个组。

据介绍，根据因地制宜规划、尊重群
众意愿、灵活选择地点等原则，该县探索
县、乡、村“三级梯度”搬迁安置模式，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集中安置到县城或园
区， 条件稍差或要求留在乡镇的集中安置
到中心镇， 对没有离乡意愿和自身条件较
差的在中心村分散安置。

该县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
安居与乐业并重，同步抓好产业扶持、就业
帮扶、后续管理等工作。在每个搬迁安置点
至少建设一处产业基地或扶贫车间， 结合
资源优势，发展茶叶加工、粽叶筛选、藤椅

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搬迁户提供就
业岗位。目前，共建设产业基地298个、扶
贫工厂(车间)45个，实现安置点产业发展
全覆盖。

在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该县新开
发公益岗位83个，免费开展“订单式”“定向
式” 技能培训， 引导搬迁户劳动力稳定就
业。目前，县内就近就业搬迁人口1257人，
县外就业3867人。

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

桑植县“搬”出居安业乐新生活

金融科技 湘江论道
2019湘江金融发展峰会

长沙开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18 3 1 9
排列 5 19318 3 1 9 6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11月28日，张家界魅力湘
西被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
员会正式授予AAA国家级旅游景区，成
为全省首家旅游演艺AAA景区。

张家界魅力湘西景区位于武陵源城
区画卷路， 是一家集大型文旅演艺、美
食、购物、休闲酒吧、民俗文化展示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景区。2018年度，该
景区在市区两级主管部门指导下， 迈开
创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步伐，先后对
景区软硬件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提质升
级，丰富了游览体验度，提升了游客满意
度。今年10月，经过综合评定，张家界魅
力湘西景区服务、环境、景观质量均达到
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标准。

张家界魅力湘西景区主打文旅演艺节
目《张家界·魅力湘西》，20年来累计演出
7000多场，接待海内外观众1600多万人，成
为张家界迄今为止最火爆的民俗演艺节目。
截至目前， 张家界魅力湘西连续3年登陆央
视春晚，连续5年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先
后获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文化
品牌三十强”等众多荣誉，用文化软实力提
升了张家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业内人士指出， 此次张家界魅力湘西
从单纯的演艺场所跻身国家AAA景区，对
推动张家界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及演艺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家界魅力湘西
被授予AAA国家级旅游景区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唐璐 易彬 刘博源） 今天，在
“2019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上，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企
业交流中心长沙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继中国贸促会
长株潭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后， 又一国际性区域经贸交流机
构入驻长沙挂牌长沙市贸促会， 也是该交流中心在中部地
区成立的第一家分支机构。

“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是经中国贸促会批准，在中国
国际商会设立的专业化服务机构，主要为中日韩3国工商界
提供信息互通、项目对接和技术共享服务。目前,已与日韩
主要商协会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开展了广泛的经贸交流
活动，促成中国数家企业与日韩企业达成合作项目，为促进
东亚经贸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沙分中心的成立， 为活跃长沙与日韩经贸交流合作
搭建了新平台。 长沙分中心将立足日韩产业特点和长沙产
业链发展需求， 加强与驻华日韩使领馆和日韩企业的对接
和交流活动，密切3方经贸往来、产业对接，促进务实合作。

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
长沙分中心挂牌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周乐 ）11月28日， 从第三届全
国农村创业创新大奖赛组委会传来喜
讯，株洲市芦淞区“白关丝瓜”提质增
效项目荣获成长组优胜奖， 是全省唯
一获得该组荣誉的项目。

“白关丝瓜”提质增效项目获奖，
是芦淞区聚焦特色强农、 推进乡村振
兴的一项成果。在芦淞区，“白关丝瓜”
已有几百年的种植历史， 因其香甜的
口感，优良的品质，深受当地人喜爱。
为了解决包括“白关丝瓜”在内的农产
品发展短板，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来芦淞区持续推进质量、品牌、产
业融合、科技强农、开放强农和特色强
农等“六大强农行动”。

今年， 芦淞区积极推动农产品企
业品牌建设，组织9家龙头企业参加第
二十一届中国中部农产品博览会；突
出农特产品品牌培育，“白关丝瓜” 已
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并在年底有望获得
国家地理标识认证； 强力推动农产品
区域品牌宣传工作， 将特色优质农产
品推向全国。

今年， 芦淞区在企业中推动农产
品安全管理规范化、农业生产标准化、
产品质量追溯化的“三化一体”示范创
建 ,新增绿色食品认证15个；在农产品
企业中探索建设智能化信息中心，通
过高科技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 将果
蔬基地绿色种植全过程完整记录并呈
现，打造先进、完整、规范的农业科普
教育阵地。

芦淞区通过实施“六大强农行动”
“温暖企业行动”， 今年农产品加工业
预计完成总产值同比增长约8%， 实现
利润增长值同比增长6%， 全区农产品
加工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到26家， 省级
龙头企业7家。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王科
培）日前，长沙金霞经开区召开“营商环境优化年”工作推
进暨园情通报会，会议透露，今年以来，该区共计兑现企
业扶持资金1.02亿元，让企业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

10月28日，老百姓大药房物流枢纽与电商基地项目
全面运营，预计年出入库金额可达240亿元，成为长沙首
个无围墙“共享式”企业总部。企业负责人回忆，去年，在
项目落地遇到瓶颈时，是金霞先行拨付1000万元帮其渡
过难关。 湖南跨境电商生态产业园商户张宁说：“通过测
算， 我们入园后人工成本可节约50%， 经营成本可减少
30%，市场拓展成本可减少40%，发展如鱼得水。”

园区党工委书记李国军介绍，今年3月，园区出台《长沙
金霞经济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年行动方案》， 从提升政
务服务、减轻企业税务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破解企
业融资难题等12个方面切实为企业发展提供助力。2019年，
园区风险补偿基金完成7笔授信、 合计获批授信5500万元，
并通过“书记见面日”“主任直通车”等机制破解企业难题。

金霞经开区兑现企业
帮扶资金1.02亿元

芦淞区：

聚焦特色强农
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28日

第 201931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745 1040 1814800

组选三 1246 346 431116
组选六 0 173 0

2 2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1月28日 第2019137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152044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7
二等奖 23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601120
1 8820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092
120305
1972407
13760746

81
4320
77537
531444

3000
200
10
5

0610 19 23 3113

11月28日，许多市民在商场内选购商品。当天，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路的宜家长沙商场开门迎客，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体验
和选购商品。宜家是全球领先的家具及家居用品零售商，长沙商场是宜家在中国的第30家、湖南的首家商场，消费者可在总面积约
38000平方米的商场里，畅享“吃喝玩乐逛”全方位购物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宜家长沙商场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