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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陈湘艳 罗金鹏）“受疫情影响在家待
业，没想到足不出户便领到了失业金。”4月
27日，家住汨罗市的龙林说起通过株洲市
芦淞区“3140 智慧人社”平台成功申领失
业金，频频点赞。

龙林以前在芦淞区一家科技公司上
班，去年12月因劳动合同到期后未与单位
续签合同，后受疫情影响，一直在家待业。
得知可以通过“3140 智慧人社”平台申领
失业金后，她在网上提交资料，很快通过审
核。根据有关规定，她如果持续待业，每月
可享受1530元失业补贴。

疫情防控期间，芦淞区为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加快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已为
75 家参保单位进行线上申报失业保险

稳岗补贴。目前，全区有 34 家单位通过
审核，涉及岗位 1769 个，返还资金 35.81
万元。

“3140 智慧人社”服务平台，是“一个
窗口对外、一套业务流程、一个平台共享”
和“监管零盲区、办事零距离、审批零超时、
服务零投诉”的“3个1”“4个0”创新性综合
服务平台。目前，芦淞区人社业务网上可
办事项达10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82项，

“最多跑一次”事项26项，并在全省人社系
统率先实现用工备案和养老、医疗、生育、
失业 4 个险种每月异动网上通办，以及电
子档案跨部门流转、企业利用电子签章在
线办等。

近年来，针对跨层级、跨险种人社信息
共享、业务协同问题，芦淞区打通省、市、区

三级系统对接壁垒，成功争取开
放养老保险68项业务端口，成为
全省首个与养老保险业务系统
省级平台对接的县（市、区）。去
年底，该区“3140 智慧人社”升
级版上线，首批24小时政务自
助终端机投放使用。随着平台
端口开放，该区实现区、街道、
社区三级联动，群众在家门口
可办理58项人社业务。

芦淞区还打造“3140 智慧
人社”移动端，在全省首次实现
手机办理居民养老、灵活就业人
员养老、新生儿医疗新参保业务
等。如今，该区“3140 智慧人社”
手机端可办业务69项。

株洲市芦淞区“3140”服务平台三级联动

“智慧人社”惠民众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黄晓炎 贺斌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后面临的困难，常
德市税务局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聚焦帮扶
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复工复产、服务国
家发展战略和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入开
展“三用三全”政策服务，大力推动“非接触
式”办税和“银税互动”等便民举措，为企业
复产“加油”。

减税降费，给企业添动力

4 月 27 日，位于常德经开区的湖南铭
裕无纺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200
多名工人紧锣密鼓赶制口罩和防护服。“我
们原本生产箱包和家私领域无纺布，主要
出口东南亚、越南和菲律宾。疫情发生后，
我们快速转产。目前正赶制 350 万只口罩
出口订单。第一批95万只口罩，4天前已发
往瑞士。”说起公司转产，该公司财务主管
孔德梅满面春风。

孔德梅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公司
传统业务全部停滞，又投入500多万元添置
固定资产，公司资金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之
际，常德经开区税务局税收管理员欧阳自力
送来增量留底税额一次性办理退抵税等多
项税收优惠政策。这让孔德梅看到希望：“这
一套税收优惠‘组合拳’真是雪中送炭。一季
度，我们133万元新增固定资产企业所得税
税前一次性扣除。不到两天，就办结89.5万
元出口退税，解了资金周转难题。”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确保税费
优惠政策顺利落地，常德税务支持企业用
心用力用真情，服务企业实现全员全程全
覆盖。他们按照区域面积、纳税人户数、税
源规模等要素，将全市纳税人分成 156 个
网格，组建198支税收政策服务小分队，按
照“一类一策”“一户一策”，政策服务包片
包干，为每一户纳税人推送简便、适用的疫
情防控税费优惠政策指引，确保常德每一
家企业都能应享尽享、应享快享税收优惠
政策。目前已为 9 万余户纳税人宣传优惠
政策。

一季度，常德市累计为414户纳税人提
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居民必需
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
930余万元；7家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
性扣除金额918万元；累计核准277户次纳
税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税款
2000多万元；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168
批次，金额达8150万元，该市退税平均天数
小于2个工作日，办理速度全省第一。

精准服务，给企业添“底气”

“现在电器销售举步维艰，造成大量库
存积压。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4 月 26
日，常德市鼎城区双雄家电销售有限公司
法人邓化平底气十足。

邓化平的底气，来自“银税互动”获得
300万元信用贷款额度。原来，邓化平是海
尔电器的区域代理，疫情发生以来经营发

生困难，但为了保住区域代理，他的进货量
不能减，加上门面和员工开支等压力，资金
周转出现问题。以往贷款融资需要整年贷，
年化利率高。今年，他在手机线上操作，利
用 A 级纳税信用等级，4 月 23 日便获批
300万元的信用贷款额度。“我可以随贷随
还，贷款成本降低80%。”邓化平如沐春风。

疫情发生以来，为缓解企业融资难，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常德税务部门全力推进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梳理受疫情影响较
大、纳税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提供给金融
机构精准放贷。为提升贷款效率，税务部门
与签约银行互动，后台高速流转纳税人信
息，并对相关纳税证明实行容缺办理。同
时,积极推行“非接触式”办税，通过“网上
办、自助办、邮寄送、线上答”等方式，最大
限度方便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

一季度，常德市办理“银税互动”贷款
246笔，贷款总额1.46亿元，贷款企业97%
为小微企业；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12户企
业容缺办理延期申报，为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31户企业容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9300
多万元；通过电子税务局、自助终端等“非
接触式”方式办理业务31.75万笔，占全部
业务发生量的95%以上。

常德市税务局打出税惠政策“组合拳”

为企业复产“加油”

经石门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石门县中医医院扩
建工程建设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人为石门县宝
峰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额约 30604.84 万元，现予
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www.bid-
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
zy.changde.gov.cn）。

石门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4月30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应对“突降暴雨”
怀化举行防汛抗灾演练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申健）4月
30日15时30分，随着两颗红色信号弹在洪江市㵲水河段
上空打响，拉开了怀化市2020年防汛总动员暨防汛抗灾
演练的序幕。

本次演练以洪江市区域突降大暴雨，溪河水位猛涨，流
域洪水暴发为背景，旨在通过对地质灾害危险区群众按预
案紧急转移、冲锋舟应急救援、落水群众救援、受灾群众转
移等进行实战演练，全面展现怀化市防汛抢险、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等工作流程，检验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的实战效果。
活动分两个场地开展，冲锋舟、橡皮艇操作及失控船只无人
机空投爆破、失控船只起火海事救援、落水人员施救演练在
主演练场黔城镇法治文化广场附近水域进行，地质灾害应
急防御、防洪堤应急抢险、遇洪水时群众紧急转移、电力现
场抢修演练在分演练场黔城镇长坡村进行。怀化军分区、
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地方海事局、市矿山救护队、国网怀化
供电公司及各县市区人武部等部门500余人参演。

形成问题清单
推进整改

常德市人大代表聚力优化营商环境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薛野）4月
26日，记者从常德市人大常委会获悉，5月上旬至7月上旬，
常德市人大将开展“聚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
动”主题活动，对常德市审计局等18个市直部门、企业及其
下属单位进行评议。通过开展主题活动，组织全体市人大
代表广泛收集被评议单位在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投资贸易
环境、生产经营环境、监管执法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形成问题清单，推动全市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为突出问题导向，强化代表监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
督，此次活动将成立常德经开区评议调查组、常德高新区
评议调查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市城区政务服务评议调
查组等7个专项评议调查组，广泛走访、收集被评议单位
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形成调查报告和具体问题
清单。

为推进问题整改，此次活动还将对2018年、2019年
评议排名后 3 位的 6 个部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评议

“回头看”，强化整改落实，采取台账销号等措施监督到底。

4月30日，新化县梅花洞水库山青水绿。近年，
该水库通过网箱退养、定期垃圾清理等治理，水库水
质已达到I类水质标准。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绿水青山生态美

——扶贫印记

一人一厂
助脱贫

4月30日，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
镇中平村，梁先君在制作家具。梁先君
是该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他在蒸湘区纪委监委帮扶队的帮扶
下，购买了一台家具制作机器，一个人
开办了家具工厂，开展订单式家具服
务。去年，他收入近10万元，成功地实
现了脱贫。

陈娟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大山里的
“摩托书记”
湖南日报记者 肖畅
通讯员 彭文强 田淑梅

沿着水泥公路盘山而上，沿途竹林
郁郁，烟雾袅袅。三五村居散落其间，
不时传来几声犬吠。红军将领黄公略
的故乡——湘乡市公略村，便坐落在这
大山深处。听说村里有位“摩托书记”，
4月23日，记者驱车探个究竟。

“你找张书记？我看他的摩托车停
在熊老汉家，你去他家看看，准在！”在
热心村民的指引下，记者见到正与贫困
户熊沛芳谈话的“摩托书记”张志强。
前坪立着一辆蓝色女式摩托车，车身有
不少剐蹭痕迹。

海拔 700 余米的公略村，山高路
陡，是湘乡市自然条件最差的行政村之
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92 户 291 人。
2018年3月，湘乡市水利局干部张志强
被派驻到这里担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

“刚到村里时，走访群众要么步行，
要么搭乘村干部的车，很不方便。”张志
强说，“后来干脆买了辆二手摩托车，只
是山路难骑，容易摔跤。”

村民经常看到身高近1.8米的张志
强，骑着这辆女式摩托车穿梭在村组山
道。92户建档立卡户的情况摸透了，基

础设施的短板掌握了，群众所思所想
也调查清楚了。时间一久，大家干

脆叫他“摩托书记”。路上碰见
他，会拦车“吐苦水”，也会蹭一
下“顺风车”。

去年，74岁的熊沛芳就在
搭顺风车时吐起了苦水——
家里水管压力不够，水量不
足，饮水成了最大困难。

张志强把熊沛芳的烦
心事记在心里。通过走访
他发现，饮水安全问题不
只是熊沛芳一家。由于村
里海拔较高，集中取水点
分布较远，多户村民共用一
口水井的现象比较普遍。
一到秋冬干旱时节，村里将
近一半的农户为饮水发愁。

张志强积极奔走，多方
争取资金政策扶持。在湘乡

市水利局的支持下，他带领当
地群众掘新井、筑水塔、铺管

道，新修了 5 处饮水工程。如
今，甘甜的山泉水变成自来水，村

里近800人告别饮水难。
这几年，张志强一门心思扑在

村里，一个月中连着20余天没回家
是常事。“在读初中的儿子问得最多的
就是‘爸爸怎么还没有回？’”张志强的
妻子是下岗职工。言语中，47岁的他难
掩对家庭的亏欠。

硬化道路、兴修水渠、整修山塘，牵
线搭桥成立南竹种植加工合作社、养鱼
专业合作社、养蜂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致富增收；完成易地扶贫搬迁 4 户 12
人、危房改造19户53人，92户贫困户已
脱贫87户，剩余5户纳入兜底保障……
张志强的努力、村里的变化，村民们都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2019年7月15日，公略村9名贫困
户代表坐了近2个小时的班车，把一面锦
旗交到湘乡市水利局负责人手中。今年
3月26日，公略村村主任熊立红又带着4
名村民代表送去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扶
贫路上见真情，脱贫百姓永不忘”。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邓志强 熊鼎

4月26日，记者走进岳阳绿色化工产
业园中科华昂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见
一件件老旧的生产装置被卸载在厂门口，
工人们在抓紧进行厂房拆除和绿化移栽。
公司总经理吴海燕告诉记者，由于常年环
保安保不达标，企业生产效益上不去，所以
决定全部拆除重建。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主要从事高
分子材料和生物农药医药中间体等方面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由于规划设计不到
位、水处理设施不达标、装置安全间隔不
够等问题，企业每遇安全环保检查，就得
停产整改，无法实现满负荷生产。“企业最
多一年开工8个月，最少一年只开工两三
个月，10多年产值总共才2亿多元。”吴海
燕算这笔账时，颇为无奈。

“拆除这些装置和厂房，心里有没有
犹豫过？”记者问。

“有。拆除的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
价值几千万元。仔细一想，企业每年在整

改上花了不少资金，但不见效果，
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推倒重来。”
吴海燕话语坚定。

“拆除后重建厂房和装置，怎么
看待安全环保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以前我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次我们从病根上找问题，只有企业全部
重新规划和建设才能真正解决‘病痛’，这
也是企业绿色发展、持续发展的长久之
道。”吴海燕说。

吴海燕的创业伙伴、负责生产技术的
公司副总经理袁年武介绍，新厂建设总投
资5100万元，以最新环评安评标准，对接
石化及新材料产业链规划，严格按照石化
企业防火设计规范要求投建。污水处理
等环保设施投入占总投资30%以上，确保

“三废”排放达标；新增中水回用设施，污
水回用率达 60%，确保增产不增污；采购
最先进、环保的装置设施，提高自动化水
平，确保增产不增员。

“新厂重建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3 亿
元，新增税收 5000 万元以上。”吴海燕信
心满满。

长痛不如短痛
——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一家企业的“绿色觉醒”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向民贵 胡大刚 张建辉）“县农商
行授信3000万元，解了公司燃眉之急，复
工复产更有信心了！”4月27日，泸溪县恒
裕新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刘海洋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欣喜地说。截至目前，泸溪举办的

“党建共创、三结三促”行动，为全县16家
“小个专”经济组织授信资金1.2亿元。

针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泸溪配置
金融资源给予精准帮扶，推动加快恢复
产能。恒裕新材料科技公司复工到岗300
人，其中，扶贫车间5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已全部返岗。公司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区10余家企业签订订单，今年来
营收逾4100万元。

据了解，泸溪“两新”工委
牵头联合该县市场监管局，对
全县中小企业开展集中走访
调研，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服
务各类市场主体发展。该县
农商行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从安排专项信贷资源、
开辟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专
属优惠等方面，投入不低于3
亿元的信贷资金，推动“小个
专”经济组织稳定生产经营。

泸溪金融活水
助力“小个专”复工复产

营救“受困”群众
开福区举行应急演练大比武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张贻
龙）“报告，捞刀河发现管涌，堤边有群众被洪水所困。指
挥部要求立即营救。”“马上出发！”随着区人武部政委陈松
华一声令下，由长沙市开福区民兵突击连驾驶的5艘冲锋
舟如离弦之箭，向事发水域飞驰而去，并将受困群众全部
营救上岸。

4月28日下午，一场大型的防汛抗洪、地质灾害应急
救援演练，在开福区捞刀河边火热上演。据悉，开福区是
水资源大区，有1江4河10湖75公里滨水沿线，为应对即
将到来的汛期，该区清理资源、巡查堤岸，并举行应急演
练，在做好日常巡防值守的同时，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安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