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雅文经济12

!"#$%&'()*+,-'./0123456
78'9:7;<=>?@ABCDEFGHE>?IJ
KLM(NOPQRSTUVW

STXYUZ[#\9]:7;<=^_>?CD
EF&`ab*cde%&'fghi0%&'jklm0
%&'nopIqrBYs>?tuvwGx(Nyz{
U|}~=�J��S�B�PY��S�$x�-��
�������=(N�P{U��2�W ��S���
������%&'����@AvwB%&� *¡
=¢V(Nyz£H¤¥¦§¨©ª«¬�®¯°±�
²³j´;<�*+µ®¶�|·̂ *¸¹º»¼½¾¿
ÀÁÂÃ�xÄÅÆ�qrÇÈ^*¸¹º»qr�ÉÊË
'�uoÌÍÎ�ÏW !!"# $%" #&'()#

!"#$%&'()*+,-./0

!"#$%&'()*+,-./0,123456
0789:;<=>?@$ABCDEFGHIJK LMNK
OP()*+QRSTU7V9:;<=>MNUWX"
YZ[=>\]^_`aU0bcd0efghSiK Lj
kK 34Z[lmdGn=>d;<Ropqrs[tlu
vwxy=>?@Uz{|4};<()~����UA�
����9:;<=>K L��K ��9:;<=>��
�U�0������\]R�U�����Q���}�
�@RJ� ¡U¢£¤��}£¥QRJU¦§;<¨©ª
«��K !!"# $%" #&'()#

!"#$%&'()*+,(
-.,/0123456

!"#$%&'( !"#$ )*+,-./0123
456789:;1< !%&')=>1?@ABCDEF '
GHIJAB< KLM)N23DO 'GHIN)PQR
STUV &'())WDUX *'&"WDPQ &!!(!WDYYZ
L[AB\]^ &&_ +`D>1abBcPde,fgh
ijD)&k1lmnopqrstuvwxy ' GHIe
,BcIz{^ |}D>1~�������X��=N
HI�D�n��[AB^ !!"# $%&" #'()*#

!"#$%&'
()*+,-./01,

!"#$%&'()*+,#$%-./0
1234567829:;<=>?@34AB
CDEFG&HIJ!!!"#$%&"'()"*$+KLMN
OPQ

!"#$%&'(
!"#$ ) ## * #$ +

! "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
./0123456789!"#$:
!%!" ;<=>?@ ABC !"!" ;#
D'EFGH,-.IJC &'(#
KLGH,-.IJC )'(MN#
,'GHOP,QJ ##%*RG@

S !%#$ ;TUVWX()*
+,-./012YQZ[#D'
\]^_`a#bcdefgGh
ijkl%&mnop#qrsGt
,-.nuP# sv,w0nx
y#s,z{|n}~#s���
���.��n��#�����
�Wv��w0��j,Q�z-
��w0��jv��,'��w
0��t*��#��n�(��
���j ���t� �¡¢#£
%&¤¥�¦§¨©ª«¬t*
+,-.®'@

fs,'¯n�°±dkO²

,'�²,-³´��t,-�
�# µ¶��·¸GH'¹.mº
T»¼t½¾k¿À@ %&'ÁÂ
qrsGnÃ#sÄÅ�ÆÇ¹�
4nÈÃ>�2�ÉÊ2#s��
����.��nËÌ#Í�ÎÏ
ÐÑ�.j Ò%�.ÓÔ�ÕÖ#
�×%&'ØÙÚ'jÛÜ'tv
�04ÝÞ#��ÙÛ&v�04
��k��@

n¶ß�àQá³´��#%
&'µkv�}~�â#56ãä
åæ�¥çèv�éêBëjìí
v�çèî×Bëjãä.Æ¥ +
;ïðî×Bëñ{|,zòóe
6ô�Øde#µ¶fËõËÆm3
4àö#�÷/0�øä�ñ{|
�àKL�âÆù�òÃúûü
ýþÿ.#�à��·¸GH'¹
.ñ!"°�`�Å##$.,z

�°°�`�Æùñs%&9%&<
�(ÐÑ'(w0��®Qj)
&�(�.v�®95 <*Q
ÿ+dn,2#Ä-��,'./
�.ñ�àÙÛ&()S�+*
®Qj)&f0Pmj1234Q·
+��ÿde#µ¶�à12®
de@

C !%!% ;# ,-.567�
�8#,-.°�`�9:;Ç#,
-����<µÕ.@f�=>?j
@àO©j0ABÞjCD��m^
_EF#G±dfuP�,Q , ¾
H*, , IÒ*, , )J*, ,
KL*, , MN*,mtf�uO
,mOP,Q#Pk%zj%&>Q
ROP,'#ST�XU¦VÑjW
pXYt3�©-jZ[,-j�.
\-j'(Z-G>]^_`ab@

!!"" ##$%&#

!"#$%&'()*+,-.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通讯
员 张文博 记者 周月桂） 今天
16时05分，一趟满载50个集装箱
货物的中欧班列（“湘欧快线”）
准时从长沙霞凝铁路货运北站
驶出，途经二连浩特，将于15天
后抵达德国的杜伊斯堡。 据海关
统计，今年前10月长沙海关申报
出口“湘欧快线”货物7.16万吨、
4.6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1倍
和1.1倍。

“湘欧快线”自2014年10月
首发以来，短短3年，由最初的不
固定发车，到目前每周4出1进常
态化运营，在全国10余条中欧班
列中跻身前四强。 出口货源除湖
南“湘”字号产品外，还辐射到广
东、江浙等周边省份的产品。 出
口地覆盖俄罗斯、 白俄罗斯、德
国、波兰、科威特、乌克兰、匈牙
利等沿线国家13个主要城市，出
口商品主要为茶叶、服装、鞋帽、
机电产品等，进口商品主要为红
酒、奶粉、钢材、五金配件等。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记者从今天在长沙召开的湖
南省信息安全整机应用推广对接
会获悉，我省以计算机硬件为主体
的信息安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计
算机整机、核心芯片、板卡产品线
完整，湖南已成为我国信息技术自
主可控领域重要的研发生产基地。

龙头带动，新兴驱动。 总投资
10亿元的长城电脑株洲生产基地
去年底已建成投产，目前已具备年
产10万台计算机的能力。 以国防
科大为技术依托，由领域内多名资
深博士、硕士组成的创业公司极光
安联，率先推出麒麟操作系统安全
保密检查工具。

芯片、操作系统、整机及终端

等我省已有优势领域，取得进一步
发展。 国科微电子登陆A股创业
板，湖南麒麟获得“核高基”重大工
程项目，进芯电子获得强基工程项
目等频传喜讯，长城银河、恒茂高
科、中兴通讯 、必然网络等企业在
新品开发、技术突破、生产规模等
方面又获佳绩。尤其是继国科微电
子引入“大基金”（即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投资4亿元后，景嘉
微电子又与“大基金”达成初步协
议， 计划引入不超过13亿元资金
投入到湖南芯片行业。

“400亩中电信息安全与军
民融合产业基地已开工建设。 ”
省经信委电子通信产业处处长
彭涛介绍，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

息安全产业链列为我省20大优
势产业链之一，我省陆续发布了
《湖南省信息安全整机产业生态
链》《湖南省自主可控计算机整
机产业链技术创新路线图》 等，
从战略规划、产业布局、资金投
入、人才引进、平台建设等方面
对产业进行引导与扶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方滨兴，工信部安全可靠联
合攻关基地主任、中软信息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定健作
主题演讲 。 此次活动由省经信
委、省国家保密局、长沙市政府、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主办。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通讯员 覃
伟峰 记者 刘勇） 邵东县国税局落实税
收“放管服”措施，助力当地的箱包、打火
机等主导产业企业闯荡“一带一路”，取
得明显成效。 今年前三季度，邵东国税
共为箱包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1.36亿
元，同比增长31.4%；全县箱包行业出口
额达2.49亿美元， 占全省箱包出口额
80%以上。

邵东外贸经济一直很活跃，“一带一
路” 倡议进一步为邵东企业打开了市场
空间。 但邵东出口加工企业大多由家庭
作坊发展而来，自有资金不够雄厚，继续
做大做强面临瓶颈限制。为此，邵东县国
税局主动联系当地银行，协商推出“出口
退税信用贷款”， 以出口退税预期为标
准，银行发放无抵押贷款，让企业提前使
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今年前三季度，
共有43户次企业获得4000余万元贷款。

箱包、 打火机等主导产业的上游
原材料企业大多是小规模纳税人，这
使得下游成品制造企业取票难、 抵扣

难，导致整体税负偏高。邵东县国税局
鼓励上下游企业互动交流、携手发展。
目前，该县已有160余户上游企业办理
一般纳税人登记， 今年前三季度关联
产业向本地“一带一路”企业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23.2亿元，增长4.51倍。

为降低办税时间， 邵东县国税局
将箱包、打火机“一带一路”企业划归
一个分局管理， 在管理部门与出口退
税部门之间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优
化出口退税的申报受理、审查、核准、
批签等环节处理流程，实现“流水线”
运行、“一站式”办理。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
邵东企业尝试“走出去”，其对相关税
收政策有着强烈的需求。 邵东县国税
局精心编辑了《邵商“一带一路”国别
投资税收手册》《出口退税手册》和《税
收优惠手册》，分别从投资、退税、优惠
三个方面，为走向“一带一路”的企业
送去全面、精准、细致的税收政策，方
便企业处理涉税行为。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李正）继滴滴出行、神州专
车、首汽约车、曹操专车后，竞争激烈
的网约车市场又添一员。 今天，湖南妙
盛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妙盛出
行”）宣布日前已获得《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许可证》，这是湖南企业获得
的第一张网约车牌照。

按照规定， 网约车平台公司投入
运营车辆，新能源车辆不少于30%。 妙
盛出行新闻发言人丑英称， 平台运营

初期，主要投放新能源汽车，还将利用
全产业链优势，整合动力电池、充电基
础设施、车辆维修等资源，为网约车市
场的新能源车提供配套服务。

妙盛出行将从年底开始在湖南投
放新能源车，计划2019年进军全国。用
户下载“妙盛出行”APP，完成注册后
即可预约用车；司机下载“妙盛出行司
机端”APP，到公司登记注册，完成培
训拿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证后，
便可上岗。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周华山） 今天从湖南猎豹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喜讯， 根据工
信部2017年第47号公告， 湖南猎豹汽
车研发的猎豹CS9EV电动车两款车型
（猎豹牌LBA6431AABEV纯电动多用
途乘用车、猎豹牌LBA6431BABEV纯
电动多用途乘用车）获得生产资质，并
被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
型目录》（2017年第10批）收录。

为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环保要

求， 湖南猎豹近年来致力开发新能源
产品。 此前获得生产资质的猎豹C5纯
电动乘用车已经完成产品公告、 推荐
目录、 免征购置税申报， 正在进行批
量试生产； 如今再次获得新款电动车
生产资质， 标志着湖南猎豹在电动车
领域研发取得新的突破， 将对猎豹汽
车扩大产品阵营， 提升品牌影响力产
生重要作用。 据悉， 该公司猎豹
CS3EV、 CS10PHEV等电动车型也在
积极研发中。

总投资16亿余元
常德启动阳明湖水系
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李寒露
蔡佳珈 )近日，总投资16.13亿元的
常德阳明湖水系综合治理一期 (阳
明湖公园)项目开工。

阳明湖位于常德市鼎城区。 阳
明湖水系综合治理一期 (阳明湖公
园)项目是省财政厅第四批PPP（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 项
目建设区包含2640亩水面及绿地，
涉及水系连通、湖泊疏浚、岸线治
理、引调水和配套设施建设等。 经
鼎城区政府授权，区水利局作为项
目实施机构，通过公开招标，最终
选定湖南建工集团为项目社会资
本方。 项目将体现新生态、新产业、
新生活特征，努力建成现代商贸中
心、商务会展中心、科技研发中心、
文化体育中心和生态宜居中心。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王晴）
近日， 华容县最后一家实心粘土砖厂烟
囱窑体和压坯厂房被一次性爆破拆除，
此举宣告该县彻底告别实心粘土砖。

华容县内共有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
20家， 大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运
行至今环保问题突出。 为解决这一发展

问题， 今年4月， 该县专门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 制订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对10家产能落后的实心粘土砖生产场
所， 进行强制破拆； 10家具备转型升级
条件的生产企业经派驻工作组指导， 取
得新型建材认证和相关合法生产证照
后， 逐步转型生产。

今年前10月

“湘欧快线”出口货物增2.1倍
在全国10余条中欧班列中跻身前四强

我省信息安全产业链初步形成
拥有计算机整机、 核心芯片、 板卡等完整的产品线

� � � � 11月16日， 长沙霞凝货运北站， 长沙海关关员对出口欧洲的货物进行查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张文博 摄影报道

邵东国税助力企业
勇闯“一带一路”
前三季度为箱包企业办理出口退税1.36亿元

最美农信人 竞赛展风采
11月16日晚，湖南省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最美农信人”合规知识（指商业

银行的经营活动与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竞赛在长沙举行，18支代表队参赛，
竞赛融合了党建、业务、企业文化等应知应会知识，集中展示了“最美农信人”的
风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
取得新突破
湖南猎豹再获两款纯电动汽车生产资质

湘企获网约车市场“准入证”
“妙盛出行”年底在湘投放新能源车，2019年进军全国

华容告别实心粘土砖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
燕 ）学院精神之旅、文化艺术之旅、科技
探索之旅……今天，2017厦门旅游推介
会在长沙举行。 长沙厦门两地将在研学
旅行上进行深度合作， 实现两地研学旅
游资源互补共享。

厦门拥有丰富的研学游资源， 旅游
推介团为长沙市民定制了丰富多彩的亲
子主题创意产品。 不仅可以参观名校，沐
浴书香，学习嘉庚精神，身临其境感受集
美满满的文艺气息， 还可以到科技探索

中心圆一场科技梦，去鼓浪屿、土楼研学
闽韵风情建筑风格。

早在2015年12月，湘郡未来实验学校
百余名学生远赴厦门， 首开湖南研学旅行
先河。“长沙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
沙研学旅行走在全国前列， 也是重要客源
地。 ”两地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长沙与厦
门都是旅游热门城市，民俗风情、文化内涵
各具其美，两地将携手加强旅游资源互补、
客源互送、品牌互推，围绕研学、亲子等核
心要素，推动双方区域旅游合作发展。

长沙厦门探讨研学游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