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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者 孟姣燕）12月1日， 临近零摄氏度的
溆浦县穿岩山森林公园诗溪江上， 近100
名来自安化、 溆浦的冬泳爱好者在清澈的
江水中畅泳。雪峰山旅游公司介绍，入冬以
来，穿岩山森林公园已吸引了长沙、湘潭、
株洲等地10余个游泳协会，近2000名冬泳
爱好者前来体验冬泳的快乐。

诗溪江地处雪峰山腹地，两岸青山连绵，
风光迷人，特别是溪水清澈，冬暖夏凉，水面

平缓，在长达10公里的溪谷中，适宜于开展冬
季游泳运动的场地就有近20处。 雪峰山旅游
公司根据这里优越的条件， 按照冬泳运动的
要求，打造了统溪河黄金码头、诗溪江、九溪
江、北斗溪、山背峡谷、南方天池、旺溪等多个
天然游泳场地， 并配备了枫香瑶寨、 千里古
寨、星空云舍、福山宾馆、瑶王古寨、花瑶帽游
客服务中心等吃、住、游、娱服务设施，使冬泳
运动尽快成为雪峰山冬季旅游一种新的业
态，满足本省以及粤港澳冬泳爱好者的需求。

冬泳爱好者欢聚雪峰山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申凤云 陈慧 ）“用手机轻轻一扫就能支付
车费， 再也不用准备零钱了！”12月1日，石
门县壶瓶山镇农民杨树鹏乘公交车去县城
购物，体验了一把云闪付移动支付，连连感
叹便捷省事。 受益于我省实施的移动支付
便民工程， 目前移动支付已全面覆盖城乡
居民衣食住行， 老百姓的支付体验日新月
异。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最新统计显
示，截至9月末，全省12个市州的70多个县市

公交上线云闪付、银联手机闪付，覆盖率达到
85%； 全省高速447个收费站、1987个车道支
持银联二维码，单日交易笔数位居全国前列；
率先在全国推出POS扫码缴税。

在湘潭韶山景区， 不仅实现云闪付购买
景区门票， 还完成毛泽东广场周边商铺、酒
店、环保车、无感停车等景区移动支付场景建
设，实现银联云闪付在景区吃、住、游、购、行
的全覆盖，构建了智慧旅游服务圈。在湘潭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等高校，围绕师生工作、学
习、生活需要，不仅打造覆盖学校食堂、超市、

门禁、校车等多场景的移动支付受理环境，还
充分挖掘校园一卡通充值，建设党费、学费缴
纳等线上支付场景，形成线上线下入口统一、
多个场景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

全省推动统一标准移动支付产品在公
共便民领域广泛应用。通过选取高校、旅游
景区、企业园区等领域重点推广、做深做透，
形成移动支付行业应用生态圈。全省已建成
79所高校、82个企业园区、159家农贸市场、
240余家停车场和512家加油站云闪付支付
项目。

实施移动支付便民工程

湖南移动支付全面覆盖衣食住行 黄利飞

湖南国资专门成立了上市公司流动性纾
缓二期专项基金———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帮
助企业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纾缓流动性困境。

近日， 该专项基金将第一单投给了凯
美特气控股股东浩讯科技， 以近3.2亿元，
受让了凯美特气6237万股股份。

湖南国资去年驰援民企动作迅速，用
的资金虽是纾困专项资金， 但并没有专门
设立一只“有名有号”的基金。财信常勤壹
号基金的设立，使“国有资本”以市场化方
式、法治化原则驰援民企，有了更规范的流
程、更清晰的路径。因为一只基金的成立，
基金持有人、管理人、托管人都有相应的权
利和义务，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风险控制
和回报要求，都会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

湖南纾困专项基金的投向， 是有发展
前景但暂时陷入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从
已经获得支援的上市公司来看， 湖南国资
确定驰援对象，基本遵从优势产业、优质企
业、优秀团队的“三优”原则。

怎么救，也有讲究。从全国范围来看，
驰援方式包括通过过桥贷款、委托贷款、债
权收购、股权收购等,向上市公司或实际控
制人提供流动性支持。 作为湖南省省级国
资驰援民企的实施主体， 湖南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主要通过受让上市公司部分股权，
帮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降低质押率和负债
率； 长沙市市级纾困资金主要是为援助对
象提供借款，助公司摆脱流动性困境。

纾困专项资金的到位， 为股权质押风
险较大的上市公司，赢得了喘息机会；而操
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使得
国资的入股，既纾困、帮助企业渡过危机，
又使国有资产增值。

凯美特气相关负责人称，国资入股，一
方面是纾困上市公司大股东， 另一方面是
看好上市公司的电子特种气体新项目。

再如湖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去年12月
成为唐人神股东，今年7月宣布半年内减持
不超过2%的股份。持股这大半年 ，唐人神
股价大涨，湖南资产管理“投资”浮盈或达
数亿元。

谈经论市 以市场化方式驰援民企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谢甜甜）企业能够自主认定职业技能
等级了!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我省已
于日前印发《关于在部分企业开展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决定按照自愿申报、择优遴选的原则，
选择15家左右大型企业，各市州推荐不超过5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 作为我省开展技能等级
认定的试点企业。

根据《通知》，申请试点企业应建立了技
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待遇相结合的激励
机制，并按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
为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供相应的经费保
障；制定了完善的技能人才考评规章制度；
有专门机构承担职工技能培训及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工作， 并有专职人员及相应职业
技能评价场所、设施设备、检测手段等；具
有数量充足的与申请职业 (工种 )相适应的

考评人员、 内部质量监督人员及命题专家
队伍， 并自愿主动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监管。

哪些职工能够因此受益？ 考核评价什么
内容呢？《通知》指出，试点企业开展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的对象为与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
存在事实劳务关系的职工。另外，经省人社厅
批准， 试点企业还可面向同类中小企业开展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经考核合格人员可获颁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电子证书)，并可实现全
国联网查询。 试点企业遴选工作将在12月30
日之前分批完成。

技能等级怎么评 企业自己说了算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谢国政）水稻油菜耕种收机械化市
场逐渐饱和，湖南农机开始转战山林，主攻
林果业“机械替人”。11月29日，全省竹林
机械化技术推广现场演示会在桃江举行，
展出30多种新型机械， 为竹农“省力、减
负”，助力竹木千亿产业发展。

竹子是湖南的主要林木。 全省竹林面
积已发展到1600多万亩， 位居全国第二。
本土当家品种南竹生长快、用途广，资源再
生性强，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长期以
来， 竹林生产活动几乎全靠人工， 竹子间
伐、拖拽、挖蔸、去枝等工序都颇费劳力。此
次现场演示活动， 省内外农机产销企业组

织30多种新机具，开展现场演示，竹子从
砍伐、拖拽、去枝截尾、装载等工序，全部实
现机械化作业。记者现场看到，湖南自主研
发的竹木缆索式拖拽机， 依靠小型履带式
底盘和双卷扬系统， 在竹林中作业异常灵
活，缓坡上行可拖拽300公斤，下行拖拽1
吨以上，大大节省人力，提高作业效率。

目前， 湖南水稻油菜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70%以上， 经作林果业机械化
露出“短腿”。省农机事务中心主任龚昕告
诉记者， 省里最近接连组织林果业和竹林
机械化现场演示会， 表明了农机向山林进
军的信号，着力拉长“短腿”，助推千亿产业
发展。

从砍伐、拖拽、去枝截尾到装载
竹林机械化技术“省力”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 采取企业现场检查方式， 重点检查
获证企业资质 、获证产品生产情况 、原辅
材料、质量管理文件、产品标识等，共排查
一般隐患383项，涉及问题企业74家，责令
3家企业停产整顿。 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9月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组
织开展重点工业产品获证生产企业监督
检查，强力推进全省获证企业后续监管工
作。

本轮监督检查全面实行“双随机、 一公
开”工作机制，随机抽取105家获证生产企业，

并从证后监管人员库中随机抽取行政监管人
员和技术专家配对，组成10个检查小组，以钢
铁、水泥、电线电缆、砂轮、特种劳动防护用
品、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等
产品为检查重点。

省市场监管局介绍，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继续以“双随机”抽查监管改革为契机，强化
落实对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事中事后监
管， 全面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着力实现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有效、监
管到位、社会满意。

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

我省强化获证企业事中事后监管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发布消息
称，湖南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查询功能正式
上线， 全省居民可以上网查询、 核对本人
2019年及以后年度个税纳税记录、 收入申
报记录，如果发现不实申报信息，可在线上
提起申诉。

据了解，有些不法企业，为了达成自己偷

税漏税的目的， 在申报个税的时候冒用他人
信息， 虚报工资， 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
“别人家”的员工。新个税施行后，规定拥有两
处以上的所得， 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专
项扣除后的余额超过6万元的， 要做汇算清
缴。因此被人冒用身份进行个税申报的人，在
第二年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还要把“被虚报”
的收入和自己的实际收入加在一起扣税。

我省居民可登录省税务局官网，进入“自
然人办税服务平台”，然后点击“湖南税务特
色应用”版块，即进入查询页面。在页面中点
击“申报收入查询”，可查询在全国范围内发
生的个人所得税申报收入记录； 如果想查看
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及纳税明细记录， 可点
击“纳税明细查询”。

一旦发现存在异议的申报记录， 居民可
直接在查询页面发起“申诉”，税务机关将对
申诉进行调查核实处理， 处理完成后系统会
把申诉处理结果反馈给申诉人。 申诉成功的
申报记录将不再显示， 且不会参与个人所得
税综合所得年度申报的计算。

全省居民可网上查询个税申报记录
并可直接在线上对异议申报记录发起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