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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 29日讯（记者 李
永亮 通讯员 敖明山）今天，记者在
株洲召开的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第二
届联席会常务副市长会议上获悉，在
3市合力推动下，《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行动计划（2019-2020）》中30项合作
事项均已启动，将在本年度内完成。

去年 11 月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第
二届联席会召开后，轮值会长城市
株洲积极加强与长沙、湘潭对接，商
定相关重要事项，进一步理顺工作
机制。为落实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行动计划（2019-2020）》重点任务，
3 市统一编制年度工作方案，分别明
确年度工作目标、工作任务、时间节

点和保障措施。目前，长沙市 17 项、
株洲市 7 项、湘潭市 6 项牵头的重点
任务，已全部编制完成工作方案。其
中，《长株潭三市“十四五”规划对接
工作方案》已通过 3 市审定；3 市已
就《长株潭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进
行调研座谈、资料衔接；3 市分别完
成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初稿编制。

这次会上，3 市常务副市长就经
株洲市对 30 个工作方案进行梳理后
提出的“三项清单”，包括重点任务需
要修改意见清单、需要协调事项清
单、2020年工作安排清单，进行研讨，
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

长株潭一体化
30项合作事项扎实推进

湖南日报6月 29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黄立辉 王飘碧）眼下
正值气温升高、食物中毒易发高发
期、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为切实保
障高考、中考、会考期间考生饮食安
全，湖南省市场监管局29日发布消费
提示，提醒学校、校外供餐单位等相
关各方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共同为考
生营造安全饮食环境。

根据提示，学校及校外供餐单位
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要求，
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食
品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和环境卫生。

严格防范夏季食品易腐变质风
险。加强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晨检、
食品原料进货查验、餐饮具清洗消毒
等环节管理。对每餐成品要按规定留
样。供应大桶水的学校，要按规定索
证索票和对饮水机进行清洗消毒，严

把饮水质量关。
提示指出，家长和考生尽量在学

校食堂或者家中用餐，不在流动摊
贩、露天摊点用餐。购买食品时，应到
具备相应资质、贮存条件较好的正规
商场和超市。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外卖
食品。

要注意科学饮食，注重营养搭
配，多食用清淡营养食品，少食油腻
和生冷食品，不食用卤味熟食、凉菜
冷食、不洁食品、过期食品，不喝生水
和散装冷饮。注重养成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疫情防控期间不扎堆用餐。
提倡分餐和公勺公筷。

省市场监管局表示，目前我国从
未批准过任何“补脑”保健功能的保
健食品，家长和考生不要轻信购买市
面上所谓声称“补脑”功能的保健食
品或其他食品。

消费者如发现有违反《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可立即向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高考、中考、会考临近，湖南省市场监管局
发布消费提示

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饮食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贺正鑫

6月 28日晚，深交所公布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第四批获受理企业，
包括湘企安克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的26家企业，申请创业板IPO获受理。

创业板注册制渐行渐近，湘企“备
战”情况如何？投资者如何应对“新玩
法”？资本市场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

试点进行时，湘企安克创新
饮“头啖汤”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以超市
场预期的速度全力推进，6月 15日开始
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等申请；截至 6 月 28 日晚，已公布
了 4 批获受理企业，申请 IPO 企业合计
76家，申请再融资企业13家。

在第四批获受理的企业中，出现了
湖南企业的身影。主营自主品牌消费电
子产品的安克创新，成为创业板试点注
册制下湖南首家“闯关”的企业。

安克创新是一家出海品牌企业，主
要面向海外销售充电类、无线音频类以
及智能创新类产品。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97%以上来源于境外销售。

安克创新副总裁张希介绍，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向证监会递交了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当年 9 月
20日收到反馈意见；创业板注册制试点
正式启动后，作为创业板 IPO 在审企
业，公司第一时间按照要求递交了相关
申请材料，目前上市各项流程按部就班
在推进。

除安克创新外，湖南还有长沙族兴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创业板 IPO
在审阶段。

按照深交所安排，6 月 15 日至 6 月
29日，深交所接收证监会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在审企
业提交的相关申请；6 月 30 日起，开始
接收新申报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族兴
新材或很快会出现“获受理”榜单之上。

宽进严管，更考验上市公司
“质地”

安克创新“冲刺”创业板，亮丽的业
绩是一大“利器”。公司近三年业绩高速
增 长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39.03 亿 元 、
52.32 亿元、66.55 亿元；年度净利润分
别为3.29亿元、4.27亿元和7.22亿元。

此前审核制下，公司要在创业板上
市，对业绩有一定要求，如要求拟上市
企业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
润累计不少于 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
注册制则综合考虑拟上市企业预计市
值、收入、净利润等指标，上市条件更多

元、丰富，且允许一定规模的未盈利企
业、红筹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上市。

财信证券投资顾问黄学军认为，注册
制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
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去年科创板首开
先河，市场接受度、反响都不错，但科创板
对上市企业的行业属性、科创属性有较严
格的规定；创业板注册制落地，更多成长
型创新创业企业有机会做大做强。

“创业板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体现
了与科创板的差异化发展。”黄学军说，

“入市”条件相对宽松了，但并不意味着
对企业没有要求，交易所同时在退市程
序、标准及风险警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
优化安排，如简化了退市程序，取消暂
停上市和恢复上市。

作为首批登陆创业板的企业，爱尔
眼科上市以来无论是业绩还是市值均
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董秘吴士君认为，
注册制是“称重机”，可以更准确地衡量
上市公司的质量；注册制是“显影剂”，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必须更为全面透
明；注册制是“龙卷风”，资本市场的优
胜劣汰将进一步加剧；上市公司必须调
整心态、顺势而变，既要规范运作、诚实
信披，还要更加注重投资者关系管理。

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
理念将经受“洗礼”

目前的 A 股市场投资者里,个人投

资者占绝对比重。如何参与注册制下创
业板股票的打新与交易？

根据相关规定，在4月28日之前没
有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如果
现在要申请，前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
得少于 10 万元，并且参与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在4月28日前已经开通创业
板的投资者，不受日均资产10万元的门
槛限制，但需要补签协议“注册制下创
业板股票需要签署新版风险揭示书”。

“创业板注册制推出后，与以前的
交易规则有所变化，之前涨跌幅限制是
10%，现在调整至 20%，而且创业板新
股上市前 5 天没有涨跌幅限制，市场波
动加剧，风险相对更大一些。”方正证券
营业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投资者
可以在手机APP或到营业部补签协议，
目前方正证券给所有客户都发送了相
关提醒短信，绝大多数投资者都进行了
补签，积极性可见一斑。

注册制下，股票供给加大，一方面为
资本市场注入新鲜血液，必然有一些小企
业会“长大”，这就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新股不再稀缺，打新收益
势必会下降；壳资源也不再奇货可居，投
机炒ST股可能会遭遇巨大损失。

黄学军说，这一系列变化都会让投
资者们的投资理念遭遇“洗礼”，建议如
果投资过程中出现亏损，一定要坚持止
损原则、不能死扛。“注册制下，‘乌鸡变
凤凰’的概率变低，好的股票会越来越
好、差的只会越来越差。”

湖南日报6月 29日讯（记者 易
禹琳）6月29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了《湖南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时间表》。根据安排，我省从8月8
日开始录取，到9月21日结束。

录取批次方面，强基计划、飞行
学员、香港高校单独招生录取时间在
8 月 8 日，其他共分为本科提前批、国
家专项计划、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
科三批、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 7

个批次。高职专科批安排两次征集志
愿填报，其他批次各安排一次征集志
愿填报。其中，本科提前批招生录取
时间为 8 月 9 日到 8 月 14 日，国家专
项计划招生录取时间为 8 月 15 日至
8 月 18 日，本科一批招生录取时间为
8月 19日至 8月 27日，本科二批招生
录取时间为 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本
批三批招生录取时间为 9 月 6 日至 9
月 10日。

湖南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8月8日开始

创业板注册制来了,湘企准备好了吗

暴雨来袭 积极防范
6月29日下午，凤凰县人民医院附近，民警在一处井盖喷涌处执勤，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受暴雨影响，凤凰县城区低洼地段

积水严重，影响市民出行。该县应急管理局、公安、消防、武警等多部门积极行动，采取防范措施和展开救援。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张政兵 林宇丰）打造优质
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省植保植检站大力
推广新型绿色技术，“虫口夺粮”保丰
收，农药减量保安全。据省植保植检站
预计，今年早中晚稻二化螟性诱技术应
用面积超110万亩次。

6 月下旬，记者在益阳市赫山区看
到，沿308省道两侧的稻田，每隔30米左
右就布置了一个白色性诱捕器，放眼望去
如同绿毯上点缀的星星。正在田间指导农
民的植保技术员介绍，此项性诱技术是采
用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制成诱芯，模拟二化

螟雌虫释放引诱雄虫前来交配的信息，从
而集中诱捕杀死雄虫，降低雌虫的交配
率，从而大量减少田间二化螟密度。

据病虫测报，近年来，全省水稻二
化 螟 呈 重 发 趋 势 ，常 年 发 生 面 积 在
5000 万亩次以上，是粮食生产的头号

“虫害”。今年二化螟加重发生，且发育

进度提前。
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省里年初

对 65 个水稻绿色防控示范县（市区）进
行二化螟性诱专项补助，还重点支持12
个县（市区）创建水稻病虫害全程绿色
防控示范县，按每亩布置性诱捕器1只、
二化螟诱芯 1 根的标准，免费为种粮大

户、合作社统一安放，实现核心示范区
达5000亩，辐射面积5万亩以上。

省植保植检站站长李毅介绍，通过
项目示范带动，性诱技术对二化螟的总
体防控效果达到 60%，预计平均亩产可
增加 15公斤。每季水稻至少减少打药 1
次，每亩节本增效50元左右。

二化螟：发病5000万亩次以上，粮食生产头号虫害

人工模拟雌虫，引诱捕杀雄虫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张尚
武 通讯员 陈凯军）疫情发生以来，“天
敌治虫”加速推广，绿色生产渐成主流。
记者今天从省天敌繁育中心获悉，上半
年，全省赤眼蜂、花绒寄甲、蠋蝽等“天
敌治虫”面积超过110万亩。

盛夏时节，省天敌繁育中心产销两
旺。这里生产的赤眼蜂、花绒寄甲等害
虫天敌大量调出，放飞森林、果园、菜
地、稻田，担当“绿色卫士”。

中心负责人颜学武博士介绍，近
几年，各地对“绿色卫士”的需求量大
增，“天敌治虫”每年增加 30 万亩左
右，呈加速推广态势。去年，全省“天敌
治虫”面积 200 万亩，今年可望达到
250 万亩。

2011年，省林科院组建省天敌繁育
中心，开展科研攻关，成功驯化赤眼蜂、
花绒寄甲、肿腿蜂、蒲螨、蠋蝽等10多个
天敌种群。赤眼蜂把卵产在害虫的卵及

幼虫体内，可有效防治玉米螟、斜纹夜
蛾；肿腿蜂、花绒寄甲以同样的方式扼杀
松褐天牛，切断松材线虫的传播链，一举
攻克“松树癌症”。

满足绿色生产需要，专家组开发
“天敌”人工饲料，完善相关技术，“绿色
卫士”队伍迅速扩大。今年来，中心加大
生产力度，已完成赤眼蜂 40 亿头、花绒
寄甲100万头、蠋蝽5万头，推广应用面
积 110 多万亩。中心还大力开发微生物

制剂，精准防治美国白蛾、松毛虫。
疫情发生以来，市场上绿色食品更

加走俏。“天敌治虫”广泛应用到蔬菜、
水稻、茶叶、烟叶等农作物生产。在湘潭
仙女蔬菜基地，1000 亩菜地大量放飞
赤眼蜂、七星瓢虫，“天敌治虫”不打药，
蔬菜价格高不愁卖。

据测算，去年湖南“天敌治虫”推广
200 万亩，每亩减少农药用量 10 克，总
共减少农药用量20吨。

40亿头赤眼蜂,叫害虫知道厉害
上半年，湖南“天敌治虫”超110万亩，全年可达250万亩

湖南日报6月 29日讯（记者 施
泉江 通讯员 文巧 舒振乾）今天下
午，我省召开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兵员
征集暨大学生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省军区副政委、省征兵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郝先维出席并讲话。

会议学习了全国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兵员征集暨大学生征兵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并结合我省实际就
做好兵员征集特别是大学生征集工
作作了部署安排。

会议指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各级要充分认清疫情防控的长期
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着眼“零感染”

“无传播”目标，按照“谁组织、谁主
管、谁负责”原则，确保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征兵工作万无一失。

会议强调，征兵工作任务目标要
责任到人，宣传发动要末端落实，过
程管控要精准到位。各级兵役机关和
高校要聚焦征集任务，研究制定具体
举措，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大学
生征集数量和质量“双提升”；要逐一
帮助适龄大学生及家长算好政治、经
济、素质、名誉、机遇、风险“六笔账”，
最大程度调动大学生参军热情；要按
照“节点提前、工作提速、标准提高”
要求，紧前推进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廉洁征兵要从严从
紧。各级要对征兵工作人员进行廉洁
征兵专题教育，充分发挥廉洁征兵举
报网络作用，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
征兵违纪违规行为，确保廉洁征兵各
项规定落到实处。

我省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兵员征集暨大学生征兵工作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曹娴）
“携手行动”志愿服务中小企业活动今
天启动，协助解决中小企业的实际困
难。

“携手行动”由省工信厅、省民政
厅、省人社厅、省工商联共同指导，省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联合主办。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代富、湖南省医疗器械协会会

长宋广征等 30 人，被聘为“携手行动”
的首批导师。这些资深企业家、机构专
家、高校科研院所学者，将作为专家志
愿者，与有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对接，通
过面对面解答、登门求教、专家巡诊、线
上问诊 4 种方式，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
产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用工、技改等棘
手问题。同时，长沙市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管理委员会等 8

家单位，授牌成为“携手行动”首批服务
站，为中小企业无偿提供政策、法律、金
融、管理、技术、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咨询
和个性化解决方案。

据介绍，“携手行动”每次志愿服务
活动参与企业不少于 8 家，每年累计开
展活动要达到30次、受益企业200家以
上。5 年内，力争参与导师达到千名、服
务企业千家。

“携手行动”志愿服务中小企业
资深企业家机构专家高校科研院所学者协助解决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

湖南日报 6 月 29
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龚杰媛）今年 6 月
29日至7月5日是第30
届全国节能宣传周。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湖南
省节能宣传周今天在长
沙湘府文化公园启动。

本届节能宣传周以
“绿水青山 节能增效”
为主题，线上线下分别
展开。线上活动已于 6
月 22 日启动了全民节
能 知 识 大 赛 。截 至 29
日，参与人数突破 3 万
人次，近 600 人获得节
能产品大奖。

线下活动由6月29日
起持续至7月5日。在此期
间，长沙市民可到湘府文
化公园现场免费观展。记
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我省
节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
领域的典型案例和最新技
术在此集中展示。

恒信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以秸秆等农林剩余
物为原料制成的环保保
温型绿色建材，有效填
补了国内竹木纤维集成
墙面的技术空白；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的冷热电
三联供能源站，在我省

率先应用燃气分布式能源技术，可实
现年综合节能3300吨标准煤。

省发改委副主任周震虹介绍，截
至 2019 年，我省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18.5%，新增能耗量控制在1488万吨
标准煤，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取得
明显进展。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国家半导体
照明精准扶贫捐赠仪式。该项目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发起，通过“全
球环境基金——中国半导体照明促
进项目”援助资金，分别向岳阳市平
江县、湘西州永顺县捐赠节能灯具 3
万盏和2.5万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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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1版）活动主题和内容，紧扣
当前国家稳外资稳外贸促消费的要
求，紧扣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湖
南产业发展需要，突出了中非经贸合
作机制、临空经济区、综合保税区等
经贸平台推介。推介内容聚焦我省重
点产业、重点园区、重大项目。湖南先
进制造业推介聚焦工程机械产业、轨
道交通产业；湖南科技创新推介突出
岳麓山大学科技城、马栏山视频文创
园；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
介会上，湘南湘西六市州各主推一个
重点产业，或重点园区、重点项目。

我省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创新
方式方法，广泛对接长三角及全球
投资商，大力推动洽谈合作，项目引

进成果丰硕。本次“沪洽周”全省共
签约省级项目 318 个，总投资 2930
亿元，涵盖先进制造、新基建、大健
康、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其中，27 个
重大项目在今天举行的湖南投资环
境 及 重 点 产 业 推 介 会 上 进 行 集 中

“云签约”，总投资 582.6 亿元。“湖南
招商云平台”今天也全面启动，推动
我省招商引资向数字化、云招商模
式转型升级。

据悉，我省还将在长三角地区举
办四场“沪洽周”专题活动，包括湖南
电子信息产业推介及综保区对接会、
长沙临空国际贸易合作推介会、湖南
数字乡村峰会暨“湘品网上行”推介
以及中非经贸合作机制上海推介会。

2020湖南-长三角
经贸合作洽谈周开幕

经济
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