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现予以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旭辉藏郡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49
许可证流水号：00565513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6月10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中路 318 号藏郡新寓 4

栋-111
发证日期：2014年6月1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城世家社区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7S243010020

许可证流水号：00488365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5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398号星城世家A4栋

1层108号
发证日期：2013年12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托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1225S243010112
许可证流水号：0067386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6日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劳动路和花侯路交汇

处平阳商业广场001号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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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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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黄立辉）省市场监
管局、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3 月 31 日联合印发

《2020年湖南省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护苗”行动实施方案》（简称《方
案》），部署从 4月至 11月围绕落实学
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食品和饮
用水安全管理、净化校园周边食品安
全环境等方面在全省开展联合行动。

《方案》明确，通过联合行动推动
学校及周边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进
一步落实，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
提升。中小学、幼儿园全面落实校领
导陪餐制；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
亮灶”覆盖率大幅度提高，校园群体
性食源性疾病事件逐年减少；学校饮
用水合格率明显提高；学生超重、肥
胖的干预率、营养健康知识普及率
100%；校园及周边无证无照经营和
食品流动摊贩整治率100%。

联合行动整治范围涵盖全省各

级各类学校（含托幼机构，下同）食
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供餐单
位；校园及周边（校门外道路两侧100
米范围内）的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
服务经营者（含小餐饮）、食品加工小
作坊、食品摊贩等；学校饮用水。

整治重点包括：落实学校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督促学校全面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和校长（园长）负责制；
加强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强化食
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规范食堂食盐
定点采购；净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环
境；加大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重点
查处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制售假冒伪
劣、“三无”食品，销售过期变质食品，
重点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等违法行为；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科
普宣教，大力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
活动；开展学校健康食堂建设，广泛开
展“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
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营养均衡
配餐、营养指导员培训等营养干预。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张倩）春姑娘情绪不稳，
气温大起大落。省气象台预计，4月2日
至 5 日有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湖南，
气温保持低位，较常年同期偏低 2 至
4 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倒
春寒天气，部分地区达到中度倒春
寒。春温多变，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
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马上要到清明节气了，这几天总
有雨水前来应景。因冷暖空气的交
锋带来的雨水，还导致气温下降。阴
雨绵绵，又湿又冷，不少人重归羽绒
服的怀抱。

省气象台预计，4月1日晚开始，受
中低层切变和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湘中以南地区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其
中2日至3日湘中以南部分大雨，局部
暴雨，并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有较
大致灾风险，需加强防范。受冷空气影
响，湖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倒春寒”天
气，需防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针对新一轮降雨过程和倒春寒天
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湘中以南部分
地区降雨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城乡内
涝、山洪、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致灾
风险较大，需注意防范；要加强防范雷
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和倒春寒天
气对春耕春播生产的不利影响；防范
较强降雨过程对交通运输和出行的不
利影响。此外，清明假期需加强野外
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戴帅汝 陈湘雅 王青霞）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全
省首个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4月1日
20 时至 2 日 20 时，受降雨影响，永州
南部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
警）。蓝色预警区域为：永州市江永县
南部、江华瑶族自治县南部，请上述地
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
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据了解，日前，省水利厅和省气象
局就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工作开展调研，确定了预警内容、发布

方式、职责分工、发布流程等具体业
务。据介绍，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范围
为全省，预警时间为未来24小时（当日
20时至次日 20时），预警级别分为四
级。发布时段为每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日，根据实时监测和预报预警情况
联合会商发布；其他时段遇特殊情况，
经双方业务单位请示各自主管部门同
意后，适时启动此项业务。发布方式
为通过天气预报节目发布以及通过湖
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对接
发布。今天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为我省首次发布。

加强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
净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环境

月桂聊天
倒春寒 请加衣
湘中以南迎暴雨过程

我省发布首个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永州南部局地需加强防范

湖南日报 4月 1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葛倩 肖曲）省生态环境厅今天
发布 1月与 2月全省环境质量状况。前
2 月，全省空气质量明显提升，PM2.5、
PM10 平均浓度大幅下降；地表水水质
总体为优，洞庭湖水质得到改善。

1月、2月，全省 14个市州城市空气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分 别 为 83.4% 、
94.8%，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 34.6
个百分点、9.3 个百分点。其中，1月，郴
州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个
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2 月，在上
述3地基础上，新增张家界市、永州市优
良天数比例达到 100%。这两个月全省
均无重度及以上污染。

6项空气质量监测指标中，全省1月

份 PM2.5、PM10 的平均浓度都同比下
降了 40%以上，2 月份同比下降 20%以
上。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的平
均浓度持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臭氧
浓度同比上升。

14 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
1 月，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家界市位列前三；2 月，张家界市、郴
州市、怀化市跻身前三。

全省地表水水质保持总体为优。
1 月，295个监测评价断面中（还有50个
断面由国家采测分离，暂未反馈监测结
果），水质优良的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95.3%，与上年同期可比的监测断面相
比，增加 1 个百分点。2 月，318 个有监
测数据的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

例占97.2%。
前 2 月，全省 31 个在用和 2 个备用

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
标率为100%。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
断面中，1月和2月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
标准的，分别同比增加 3.3%、5%；均无
劣Ⅴ类水质断面。

洞庭湖湖体水质得到有效改善。
11 个洞庭湖湖体断面中，1 月，岳阳、常
德和益阳的湖区断面均为Ⅳ类水质；2
月，常德湖区和益阳湖区提升为Ⅲ类水
质，岳阳湖区为Ⅳ类水质。主要污染物
总磷的平均浓度，岳阳、常德、益阳湖区
分别从1月的0.086毫克/升、0.058毫克/
升、0.055 毫克/升，降至 2 月的 0.068 毫
克/升、0.03毫克/升、0.043毫克/升。

前2月全省空气质量明显提升
PM2.5、PM10平均浓度大幅下降，洞庭湖水质改善

顺势而为，订单纷至沓来

2 个洁净车间内，新上的 12 条全
自动口罩生产线马不停蹄生产。这
是 3 月 29 日，记者在天心经开区内的
湖南普瑞康医药有限公司看到的场
景。

“最近电话都要被打爆了，都是
国外的订单……”记者见到该公司董
事长李光焰时，他正接待完两位来谈
合作的客人，并接了好几个越洋电
话。

普瑞康公司本是一家综合性医药
批发贸易企业，疫情发生后，李光焰响
应政府号召，转型生产口罩。12天，他
就把公司其中一个仓库改造成生产医
用口罩的洁净车间，后来又扩张到2个
车间，目前每天可生产医用口罩 60 万
只，且产能每天都在增长。

园区的中国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内近百家人力资源机构也正忙得
热火朝天。“最近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
是常态，白天跑客户，晚上完善后台，
剪辑上传课程视频。”湖南继教云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孟平告诉记者，公
司自 2月 8日复工以来，就一直是紧张
状态。

危中寻“机”，市场“蓝海”搏击

无人机喊话、智能机器人消毒、人
脸识别测温系统……这是近段时间，
屡被媒体报道的“防疫神器”，这些“神
器”不少出自天心经开区人工智能产
业园内的企业。

该产业园，去年 5 月才筹建，年底
就已聚集了千视通、中驰车福、灵想科
技、深选智能等 30 余家具有核心技术
优势的优质人工智能企业，去年还被
授牌为我省首家人工智能产业园。

“园区企业 2 月中旬就已全部复
工，针对疫情，不少企业还研发了防疫
智能设备，广受市场认可。”长沙市人
工智能产业联盟秘书长张闳博告诉记
者，其中由千视通研发的人脸识别测
温系统，不到一个月就出货400多台。

深选智能的质检订单也来势喜人。
该公司是一家专业做人工智能质检系统
的企业，疫情期间克服出行不便、原材料
供应不上等困难，响应政府“大干一百
天”号召，积极拓展市场。目前,其研发的
高精度半导体智能检测设备已跟日本一
家公司进行了合同交付，客户疫情期间
又提出新增需求，预计仅这一项合作今
年的订单在1000万元以上。

离人工智能产业园不远处的友阿
奥特莱斯内，不少商家也正在“网上”
搏击。“我们倡导一个店铺就是一个直
播间，一个店员就是一个主播，每天推
出近百场直播。”友阿奥特莱斯事业部
总经理薛宏远告诉记者，有时一场两
个小时的直播，就可卖货几十万元。

服务更优，助企业抢时间

通过小分队招商、协会招商、以商招
商等形式，重点盘活了2.6万平方米的闲
置楼宇，打造了天心软件产业园，今年已
新引进软件企业30余家；229家重点管
理的大数据、地理信息、人工智能、人力
资源、医药健康等企业全部复工，产能恢
复近9成；采取点对点服务、楼宇管家等
形式，召开银企对接会等，帮助国药潇
湘、普瑞康医药等 11 家企业解决融资
3.88亿元；所有基础设施项目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任务分解到周、到人、到工序
节点，9条道路建设全面提速……

“前几天我们已有 22 个项目集中
签约，投资总额达 50 亿元。在拓展经
济发展的‘第二战场’上，我们也要拼
尽全力,助企业抢回损失的时间。”天心
经开区负责人表示。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郑娜

医药企业生产车间内，两班倒，争分夺秒忙生产；人工智能产业园内，争创新，市场“蓝海”搏击；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内，线上招聘、培训不停歇……3月底，记者步入长沙天心经开区内，看到的是奋发赶超、大干快上的火热场景。

“3月初,长沙市‘大干一百天、实现双过半’竞赛活动开展以来，园区企业更是抢抓进度，拓展市场，奋进赶超。”天
心经开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 4月 1日讯（记者 金
慧）3 月 31 日，长沙市召开重点会
展 项 目 新 闻 发 布 会 ，发 布 了 首 批
2020 年度长沙十大大型展览项目

（5 万平方米以上），其中，2020 湖
南汽车展览会暨长沙市首届汽车
消费节作为首展，将于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 在 湖 南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举
办。

受新冠疫情影响，目前长沙会
展活动陷于停滞，业界亟须恢复生
产。为提振行业信心，展现责任与
担当，长沙市会展办紧急调度，统
筹布局，集中组织新闻发布会，在
全国会展业界率先打响复市“第一
枪”。

此次发布的十大重点会展项目
分别包括：2020 湖南汽车展览会暨
长沙市首届汽车消费节，2020 中部

（长沙）建材新产品暨全屋定制博览
会，2020 春季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2020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后市场交易
大会，第 18 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暨
2020 中国国际畜牧业博览会，2020
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湖南（长
沙）装配式建筑与工程技术博览会暨
长沙未来城市品质家居博览会，2020
第二十二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
览会，2020 中国（长沙）自然公园国
际博览会，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
会。

近年来，长沙会展以“打造中部
会展高地、建设国家会展名城”为目
标，会展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发展，被
评为“辉煌 7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
会展城市”，连续 5 年被评为“中国最
具竞争力会展城市”。2019 年四大
会展场馆举办会展活动 275 个，较上
年增长 24 个；展览面积 343 万平方
米，较上年增长 11%；成交金额 1242
亿元，较上年增长23%。

在全国会展业界
率先打响复市“第一枪”

长沙市发布
首批十大重点
展览项目

湖南日报4月1日讯（通讯员 首安
倩 符以平 记者 黄利飞）由特变电工
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简称“衡变公
司”）自主研制的SR(H)SP-F-12500/35
海上风电塔筒专用植物油变压器，3 月
30 日在国家电器产品监督检验中心一
次性通过短路承受能力、振动和内燃弧
等试验。这意味着我国打破了外资企
业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海上
风电塔筒专用植物油变压器国产化。

风机塔筒内的变压器，受塔筒内散
热条件差、海上高盐高腐蚀以及大型海
上风机运行负荷频繁变化等因素影响，
需要解决小型化、散热、防腐及安全可
靠等关键技术问题。

衡变公司技术研发团队充分利用
在海上风电产品的丰富研发经验，自主
研制的 SR(H)SP-F-12500/35 海上风
电塔筒专用植物油变压器，具有抗短路
能力强、损耗低、温升低、体积小等特

点，各项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近年来，针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传统

市场，衡变公司创新进取，积极研发开
发海上升压平台输变电设备、柔性直流
输电、海岛型预制舱式变电站等前沿技
术产品。目前，公司已实现海上升压站
220kV 升压变、220kV 电抗器、252kV
组合电器、40.5kV 充气式开关柜等关
键一次设备的集成和工程运用，具备海
上风电输变电系统集成解决能力。

3月31日，中铁二十局渝怀铁路增建二线七标段（怀化西编组站）项目施工现场，各种机械设备正有序作业，现场一片繁忙
的景象。怀化西编组站项目是连接沪昆、焦柳、渝怀等六大铁路干线的中枢编组站。施工方放弃春节休息，组织1600多人、
500多台施工机械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谌海平 摄影报道

怀化西编组站建设进展顺利

海上风电塔筒专用植物油变压器实现国产化
衡变公司填补国内空白，相关产品各项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湖南日报4月1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今天，“小
湘说税·云课堂”在网上开讲，为我省
企业在疫情期间办理涉税业务、享受
税费优惠答疑解惑，由此拉开了我省
第29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序幕。

从1992年开始，全国税务系统每
年定于 4 月份集中开展税收宣传、优
化纳税服务等行动，称为“税收宣传
月”。29 年来，税收宣传月活动已经
成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税收政策、税
务部门优化办税服务的重要途径。

今年以来，为全力支持疫情防
控，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尽快恢复经
济社会秩序，国家和省出台了一系
列税费优惠政策，推出一批办税优
化服务措施。在此基础上，国家税
务总局将第 29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主
题定为“减税费优服务 助复产促发
展”，并决定将宣传月时间延长至 5

月 20 日。
“今年情况特殊，为安全、便捷、

高效向全省纳税人、缴费人推送税收
宣传服务，湖南税务部门重点打造

‘小湘说税·云课堂’。”国家税务总局
湖南省税务局负责人介绍，该“云端
课堂”将以案例讲解、政策解读、在线
互动等方式，帮助纳税人、缴费人解
决当前最关心、最急切的涉税问题，
各市州税务部门都将通过分课堂开
通“云收看”“云互动”，收集涉税问
题，并及时提供线上解答。

据了解，在第29个全国税收宣传
月活动期间，我省税务部门还将围绕
宣传解读税费政策、提供税费服务、
开展涉税政策辅导等内容，开展多种
类型活动，以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
策、各项办税优化服务举措落到实
处，对三湘企业复工复产形成强劲助
力。

减税费 优服务 助复产
我省“云端”启动税收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