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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许英） 今天上午，省商事制
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总结前段
全省商事制度改革经验， 部署全省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任务。 副省长蔡
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要求力争在
年底前全省全面实现“三证合一、一
照一码”。

2014年全省实施商事制度改革
以来，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从231

项精简到39项， 商事登记综合审批
效能提升70%以上。 同时，市场监管
得到加强，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湖南）公示了250万户市场主
体的基本信息， 曝光了5.77万条市
场主体违法行为记录。

商事制度改革， 激发了市场活
力。 据省工商局统计，2014年，全省
新登记企业数和注册资本总额同比
分别增长36.89%和89.14%。 新发展
网络经营市场主体36.69万户，产业

结构在不断优化。
蔡振红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商事制度改革， 各级各部门锐
意改革， 积极探索， 取得了明显成
效。下一步要大力提高认识，加大改
革力度， 进一步强化商事制度改革
的各项举措， 力争在年底前全省全
面实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链接
“三证合一 、 一照一码 ”： 是

商事制度改革后的公司登记制度 。
行政区域内的企业 ， 按照 “统一
受理 、 联动审批 、 核发一照 ” 的
模式 ， 将营业执照 、 组织机构代
码证 、 税务登记证由工商行政管
理 、 质监 、 国税 、 地税部门分别
办理 、 各自发证 (照 )， 改为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受理 ， 工商
行政管理 、 质监 、 国税 、 地税部
门联动审批 、 限时办结 、 核发一
照一码的营业执照。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奉永
成 通讯员 许英） 审批项目减
少了， 商事主体活跃了。 今天，
记者从全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自2014
年1月1日推行商事制度改革至
当年12月31日， 长沙市新设立
商事主体15.33万户， 同比增长
40.9%， 增速居中部省会城市第
一位。

在商事制度改革中， 长沙
市推行了先照后证、 注册资本
认缴登记、 实行年报公示、 放
宽住所登记、 放宽名称登记、
经营异常名录制度、 企业诚信
制度建设、 网上登记三证合一
等9项改革举措。 其中“先照后
证” 改革于2014年1月1日推行。

同时， 长沙市政府也及时
简政放权， 市本级仅保留96项
涉企行政审批， 精简58%； 向区
县 （市） 下放管理权限和审批
事项80项， 行政审批整体提速
52%。

一系列改革举措， 激发了
市场活力。 全市新设立第三产
业商事主体占比90%， 其中高
新技术、 文化娱乐、 电子商务、
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主体同
比增长135.6%， 科技类主体同
比增长128%， 文化类主体同比
增长241%。 新登记市场主体增
加就业岗位31万个， 增长65%，
9216名大学生、 退役军人、 下
岗人员通过“绿色通道” 实现
自主创业。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许英 ）今天，省工商局发布
了《商事制度改革后全省新注册企
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全省
日均登记注册企业379户，较改革前
日均登记量增加102户。新登记注册
企业开业率达到71.8%，高于全国初
创企业活跃度60%的平均水平。

2014年1月1日起， 我省全面推
行商事制度改革， 大力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有力
地激发了市场活力。《调查报告》显
示，商事制度改革后，全省新注册企
业数量明显增长， 投资规模持续扩
大。截至2014年底，全省企业总数达
45.2万户，增长20.8%，注册资本突
破2万亿元， 达25076.5亿元， 增长

34.4%。
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有限责任

公司门槛降低最大， 成为我省投资
者创业的首选形式。《调查报告》显
示，2014年，全省新登记有限责任公
司74614户， 增长91.8%； 注册资本
3937.65亿元，增长129.6%，占新登
记企业注册资本的84.8%。截至2014
年底，全省实有有限责任公司32.86
万户，比改革前增长26.3%。

《调查报告》 显示， 商事制度
改革后， 现代服务业最活跃， 新登
记注册3.86万户， 增长66.3%， 其
中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受益于“互联网+”， 增长出现井
喷， 全年新登记注册3992户， 增长
1.9倍， 注册资本113.48亿元， 增长
7.3倍。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从18日起， 湖南人可乘着高
铁一路向“黔”。

广铁集团16日发布消息称，
沪昆高铁贵州东段（新晃西至贵
阳北）将于18日开通运营。 届时，
长沙至贵阳首通高铁， 车程由目
前最快的近12小时减至3小时13
分，两地间可当日往返。

长沙至贵阳最快车程
3小时13分

沪昆高铁贵州东段全长286
公里，全线设铜仁南、三穗、凯里
南、贵定北、贵阳东、贵阳北6个车
站，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

记者获悉，7月1日前，贵阳北
至长沙南将开行G字头动车组列
车6对；7月1日铁路实施新运行图
后，将安排开行北京、上海、南京、
福州、济南、郑州、武汉等城市到
贵阳的G字头动车组列车25对。

记者查询6对首开车次表发
现， 长沙南至贵阳北最快的车次

G3005全程仅需3小时13分。 目
前， 长沙至贵阳最快的直达普铁
列车Z77，车程11小时56分。

根据临时动车组的执行票
价，长沙南至贵阳北的商务座994
元， 一等座530元， 二等座314.5
元。 具体票价以12306公布为准。
目前， 长沙至贵阳的普铁列车软
卧价格为336元。

沪昆高铁贵州东段是世界上
海拔跨度最大， 地质结构最复杂
的高铁， 从新晃西到贵阳北全长
286公里线路中， 海拔从不足300
米跃升到1400多米， 创下了我国
高铁建设的新纪录。 沪昆高铁贵
州东段的开通将填补我国西南地
区时速300公里高铁列车的空白。

长沙可高铁直达
15省会4直辖市

黔西南州旅游资源丰富，有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
林” 之称的万峰林， 也有被誉为

“地球上一道美丽的疤痕”的马岭
河峡谷等。 沪昆高铁贵州东段开

通当天临近端午小长假， 湘黔两
地旅游将更加方便。

上周， 贵州高铁旅游营销联
盟走进怀化、 长沙等沪昆高铁沿
线城市进行旅游推介。 黔西南州
出台多项景区优惠政策吸引客
源。 如，开通当天起3日之内，乘坐
沪昆高铁的游客， 可凭当天实名
高铁车票和有效身份证明，在5日
有效期内享受万峰林景区、 马岭
河峡谷景区、双乳峰景区、安龙招
堤景区免门票优惠政策。

沪昆高铁贵州东段开通后，
长沙可高铁直达北京、 上海、重
庆、天津4个直辖市，可去石家庄、
太原、西安、济南、郑州、合肥、南
京、武汉、南宁、福州、南昌、广州、
杭州、成都、贵阳15个省会城市。

同时， 通过无缝对接全国其
余高铁、动车支线，长沙还可直达
桂林、青岛、厦门、深圳、洛阳、徐
州等旅游城市， 无缝换乘抵达沈
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

按计划， 沪昆高铁将于明年
全线通车，直达昆明。

邓三龙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习近平总书记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布局的战略高度， 对生态文明建设提
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这些重要论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 永续发展的 “中国梦” 规划了蓝
图， 也为我们践行绿色化提供了根本
遵循。

践行绿色化， 就必须给绿色留下
足够的发展空间。 习总书记指出 “山
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
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
山， 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
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必然规律。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
源，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
绿色国土是人类生存之基。 当前，我国
森林覆盖率仅为21.63%，人均森林面积
仅为1.97亩，远远低于全世界森林覆盖
率31.8%、 人均森林面积9.3亩的平均水
平。 因此，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林
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植树造林、改善
生态，任重而道远。

向往 “望得见山 、 看得见水 、 呼
吸得到好空气” 的生活， 需要大力建
设绿色国土。 医学研究表明， 人生活
在每立方厘米空气含500个以上负氧离
子的环境里能确保健康， 200个左右时
只能是亚健康， 低于50个将诱发心理
障碍性疾病甚至癌症。 但现在 ， 我国
许多中心城市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都
在200个以下， 有的甚至在50个以下 。
同样， 建设绿色国土， 是应对雾霾的
重要路径。 科研表明： 每亩森林每年
能吸附粉尘4.2吨、 吸碳12.81吨， 植物
叶片可通过气孔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
硫、 氟化氢等有毒气体。

践行绿色化 ， 就要正确处理好经
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 牢固
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
经济增长。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淘汰
高污染、 高能耗的落后产能 ， 大力培
育和发展新材料 、 文化创意 、 生物 、
信息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 ， 推动现
有的装备制造、 能源 、 建筑等产业和
行业的绿色化转型 ， 引导社会资本投
向绿色、 环保产业和服务业 。 只有在
开发格局、 产业 、 交通 、 能源等方方
面面都实现绿色化 ， 金山银山和绿水
青山“两座山”的关系才会走向和谐统
一的更高境界。

推动消费方式绿色化 ， 可以直接
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 倒逼生产方式
绿色化。 一方面要丰富绿色产品的供
应， 同时要鼓励消费绿色产品 ， 更要
推广绿色标准。 在许多领域 ， 最大浪
费就是缺标准的浪费 。 如欧洲的门 、
窗可以相互替换 、 世代使用 ， 因为他
们有统一的门窗标准 ； 而我国 ， 不仅
门、 窗大小不统一 ， 就连已经与我们
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充电器 、 遥控
器都没有统一的标准 。 因此 ， 在推进
绿色化建设中， 相关部门要加快制定
并力推关系民生的各类产品的绿色标
准， 用最严密的法律、 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厉的执法， 为绿色产品提供最有
力的保障。

绿色化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当处处尚绿、 时时护绿 、 人人植绿成
为社会风尚， 我们的生态空间 、 生活
空间 、 生产空间都会变得山清水秀 ，
我们就能共享绿色化的诗意生活 ， 迎
来美丽新时代。

（作者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 厅长）

苦等不见得主来
559万大奖遭弃

省福彩中心吁请
彩民妥善保管彩票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曾庆黎 冯平） 记者今天从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了解到， 双色球第
2015042期头奖559万元，因直至15日晚
24时大奖得主仍未现身领奖而被放弃。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弃奖奖金悉
数滚入福彩公益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据省福彩中心数据机房检索，这
张头奖彩票是4月14日长沙县暮云镇
西湖安置区一期一栋43015034站点
投注的，投注金额为6元，采用的是扫
描过往票的形式， 共投注了3注号码，
其中1注号码揽获双色球当期头奖
559万元，兑奖截止日期为6月15日。

省福彩中心兑奖室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大奖中出以后，湖南福彩通过各种
渠道发布信息， 提醒彩民核对彩票，并
通过多家媒体呼吁得主尽快兑奖。6月
15日，工作人员从白天一直等待至深夜
24时，遗憾的是大奖得主终未现身。

据了解， 本次弃奖是我省彩市大盘
玩法游戏一等奖第一次出现遭弃情况，
金额也创出湖南彩市弃奖新纪录， 之前
是双色球第2013049期二等奖72万元被
弃，当时成为湖南双色球史上最大弃奖。

省福彩中心统计，2014年我省双色
球弃奖金额达2796万元， 从弃奖情况
看，彩票购买金额不大，且多采用的是
单式投注。该中心希望通过湖南日报提
醒广大彩民，彩票不记名、不挂失，是唯
一的兑奖凭证，彩民购买彩票后应妥善
保管好彩票，及时核对开奖公告，及时
兑奖，做个有心的幸运彩民。

践行绿色化，共享诗意生活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拼拼） 今天， 记者从长沙海
关了解到， 前5个月， 我省累计进出口
683亿元人民币， 同比仍增长6.9%。 但
全省进出口、 出口、 进口增速较1至4
月分别下滑了13.4、 23.9、 1.6个百分
点， 我省外贸面临严峻形势。

我省出口曾在一季度迎来“开门
红”， 增速高达83.2%。 二季度未能延
续大好形势， 4月出口同比下降10.2%，
5月出口降幅扩大至27.8%， 降势更加
明显。

据长沙海关统计显示， 1至5月我
省主要出口商品中， 钢材出口27.6亿
元， 同比下降8.2%； 服装出口25.6亿
元， 下降25.3%。 钢材和服装是我省目
前出口额较大的两类商品。

机电产品成为出口“明星”， 出口
强劲， 并实现全线增长。 1至5月， 全
省机电产品出口219.6亿元， 同比增长
37.6%，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额的44.4%。
其中， 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79.4亿元，
同比增长25.7%； 运输工具出口43.3亿
元， 同比增长42.5%。 集成电路出口增
长了17.5倍， 成为全省出口增长最快的
商品。

进口颓势仍在持续。 5月份全省进
口同比下降28.5%， 我省进口至此已经
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且降幅不断扩大。
海关分析认为，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是导致全省进口额下降的
主要原因。 5月份进口铁矿砂价格平均
为320元/吨， 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低
值，拉低我省进口12个百分点。

前5个月进出口增长6.9%

全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年底全面实现“三证合一”

长沙新设商事主体
15.33万户

增速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位

省工商局发布《调查报告》显示

全省日均
登记注册企业379户

(紧接1版②)要在传统教育中吸取营养。
“中国革命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好的营
养剂”。 要把湖南特有的红色资源作为
生动教材，重温历史，感悟传统，寻根固
本，自觉传承革命先辈崇严尚实的政治
品格。

学习抓得紧不紧 ， 落实责任是关
键。 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书记要抓住
主业、履行主责，切实把学习研讨抓出
成效。 要带头学，亲身躬行，率先垂范，

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多学一些、学
深一些、学透一些，充分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要从严抓，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
保时间充足、内容充实、研讨充分，尤其
要注意不能随意“搭车 ”、“超载 ”，把业
务工作、 政策法规等纳入学习内容，把
干饭煮成稀饭甚至米汤。 对那些组织不
力 、敷衍塞责 、效果不好的 ，要敢于批
评，严肃纠正，确保学习研讨不走过场、
不流于形式。

(上接1版①)
省政府金融办主任石华清介绍，

根据《办法》和《方案》，农房抵押融资改
革试点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明确农房的范围， 农房是指集
体土地上的房屋， 包括住宅、 生产经
营性房屋。 二是要突出三条基本底线，
即“不损害农民利益、 不改变土地所

有权性质、 不改变土地用途”， 防止农
民流离失所， 防止城里人到乡下建房。
三是要明确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即对
承办农房抵押融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当年新增的农房抵押贷款中的不良贷
款， 由试点地财政先给予合理的风险
补偿， 再由省财政通过以奖代补形式
给予补助。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王晶 张曲 ） 今天， 记者从进
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该行充分
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优势， 积极主动跟
踪重点项目， 为湖南融入“长江经济
带” 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为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 该行
积极支持我省对接长江经济带交通运
输体系建设。 沪昆高铁、 长株潭城际
铁路、 石长铁路等项目贷款余额超过
41亿元； 大力推进航空网络建设， 审
批3亿元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贷款，
支持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东扩机场工程
项目； 高速公路方面， 为衡桂、 桂武、
怀通、 临岳、 石华等在内的8条重点高

速公路项目提供金额大、 期限长的信
贷支持， 累计签约金额超过90亿元，
贷款余额超过42亿元。

助力湘企走出去， 该行为华菱集
团、三一集团、中联重科等企业开展国
际化经营提供信贷服务。为湘企对外投
资累计贷款超过80亿元； 为水电八局、
湖南建工集团发放20亿元贷款支持企
业对外承包工程。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
梯度转移。 该行以高端装备制造业、新
能源、新材料科技型企业为重点，为科
技型企业的表内外授信余额达151.23
亿元；加大对我省文化产业项目支持力
度，重点为韶山风景区、湖南日报传媒
中心等项目提供信贷服务。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多领域提供金融服务

支持我省融入长江经济带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刘志） 华菱涟钢
加大节能环保力度， 综合利用自
发电项目渐入佳境。 今年1至5月
自发电创效4.87亿元，达到行业先
进水平。其中5月10日单日发电量

“破八见九”,达到912万千瓦时，自
发电比例达到87.58%。 吨钢发电
458.48千瓦时。 自发电比例和吨
钢发电量均突破历史新纪录。

“十五”以来，华菱涟钢共计投
入10多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发展循

环经济。目前，华菱涟钢共建设资源
综合利用发电机组17台，总装机容
量达435兆瓦， 在为内部生产用电
提供保障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
废弃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环保与
经济效益双丰收。据测算，回收利用
二次能源自发电每发1亿度电，相当
于节约3.85万吨标煤， 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9.97万吨。

沪昆高铁贵州东段18日开通， 长沙至贵阳最快仅需3小时13分———

坐高铁 向“黔”奔

华菱涟钢自发电创效近5亿

6月 16日 ， 双
峰县经开区桑园社
区 ， 800套公租房
竣工并交付使用 。
今年， 该县新开工
公共租赁住房2256
套， 城市棚户区改
造2926户 ， 力争全
年建成保障性住房
2000套。

乃继辉 摄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