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苏敏 王云翔

自驾车踏青赏花、红色旅游……“五一”
小长假期间，去年被评选为“全省最美干线公
路”之一的浏阳荷文公路迎来车流高峰，催生
乡村旅游热。 荷文公路3天车流量达5.6万辆
次，创历史新高。

荷文公路位于浏阳市境内最东部， 起自
浏阳城区荷花街道，经澄潭江镇、中和镇，终
于文家市镇，全长36.1公里。沿线串联起胡耀

邦故居、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等旅游
景点。

“五一”假期，记者驱车沿荷文公路行驶，
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蜿蜒在如黛青山中，两
旁风景迤逦，沿线屋场干净整洁。

在公路沿线的中和镇长安村长寿屋场，红
瓦白墙的民居、别树一帜的笑脸墙和廉政孝德文
化的油墨画，吸引不少自驾车旅客驻足观赏。

“这里有独特的风景和生态，但以前交通
不便， 去浏阳城区开车大约要1小时40分
钟。”从长安村走出去的新加坡华侨刘金梅告

诉记者， 荷文公路2015年底建成通车后，该
地去往浏阳城区车程缩至半小时， 沿线环境
也不断改善，旅游前景非常可观。

刘金梅前年选择回家乡创业， 在公路沿
线创办了沐心谷现代农庄， 并于去年对外营
业。“今年‘五一’假期每天客流有近千人，住
宿全部客满。”

据浏阳市公路管理局局长曾云峰介绍，
浏阳市于2016年9月在全省首创“路长制”，
并在荷文公路率先试点， 对责任路段的路容
路貌、交通秩序、绿化环境等实施全面综合治
理。今年，该市“路长制”将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带动旅游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实现
村民增收和社会经济良性发展。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肖江浩 罗舜爱） 5月1日起， 国务院常务
会议确定的“降低增值税税率、统一小规模纳
税人标准、留抵税额退税”三项深化增值税改
革措施正式实施。今天，省国税局统计显示，
我省约有17万户一般纳税人可享受到减税
红利，预计今年减税额超过100亿元。

“增值税改革措施的实施，为企业转型升
级、技术研发提供了动力。”5月1日，湖南华菱

湘潭钢铁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廖丹雨拿着刚刚
开出税率为1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告诉记
者， 此次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由
17%降至16%，仅此一项，今年湖南华菱湘潭
钢铁有限公司预计可减税7000余万元。

“此次改革聚焦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和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 省国税局货物
和劳务税处负责人介绍， 将进一步减轻企
业税负，鼓励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扩大

生产经营。
为确保此次增值税改革措施落地见

效， 省国税系统结合4月“税收宣传月”活
动，深入企业开展“集中式+个性化”的政策
辅导培训， 对纳税人提出的疑问及时予以
解答，确保纳税人应知尽知；并统筹安排增
值税发票新系统升级和新税率开票指导工
作，优化电子税务局功能，使纳税人应享尽
享税收红利。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肖敏）5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正式实施，修订后的《办法》对企业
信用认定标准更加全面、科学、客观，同时
加大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力度。 长沙海
关提醒外贸企业，进一步提升诚信意识，构
建和完善信用管理机制， 以便享受更好的
优惠措施， 降低通关成本， 提高企业竞争
力。

据了解，修订后的《办法》针对不同类型
企业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差异化认证标准，
提高了对失信企业的认定“门槛”，同时加大
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力度，如：对高级认证
企业的优惠措施，由4项扩展至8项等；对失
信企业的惩戒措施，由原来的3项增加至7项，
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明显加大。 此外，《办
法》进一步完善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国际互认合作内容，AEO企业将享受到更多
通关便利措施。

从5月起，工商、海关年报“多报合一”改
革也正式启动。自5月1日至8月31日，在海关
注册的报关单位、加工生产企业和有减免税
设备企业， 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报送2017年年报。2018年及以后的
年报在次年6月30日前报送， 逾期未报送
的，将被列入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列入
信用信息异常企业名录超过90日的， 将被
认定为海关失信企业， 与国家有关部门实
施失信联合惩戒。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王文 ）记者
昨天从长沙市住建委获悉，《长沙市城市双
修和农村双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近日正式出台，2018年至2020年长沙
将通过开展城市双修（包括生态修复、城市
修补）、农村双改（包括农村房屋改造、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有效缓解城市病，保护
与修复生态空间。

《方案》从城市污水治理工程、城市垃圾
治理工程、 道路畅通工程、 违法建筑拆除工
程、历史文化保护工程、城市环境绿化亮化净
化工程、城市公共空间提质工程、废弃地再利
用工程、山体修复工程、“数字城管”工程等10
个方面对城市双修重点工作进行了明确。农
村双改工作则从规划引导工程、 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程、农村危
房改造工程、村镇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农村厕
所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工程、 湖湘农民新居
工程、特色小（城）镇培育工程、传统文化保护

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四化一提升”工程、集镇
和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工程、 农村建筑工匠培
育工程共12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工作的明确。

《方案》明确，到2020年，通过城市双修
工作，城市功能基本完善，生态空间得到有
效保护与修复，景观风貌显著改观，城市治
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通过农村双改工
作， 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率明显提高，建
立特色小（城）镇和传统村落合理发展机制，
村内道路通行条件明显改善，村容村貌显著
提升，管护长效机制初步建立。

“城市双修、农村双改工作是加快推进
新型城镇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将
通过着力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 补齐城市和农村发展短板，逐
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 发展不充分的矛
盾，推动长沙向具有国际品质和湖湘特色的
现代化大都市迈进。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唐艳）日前，随着溁湾镇站至湖南大学站
区间最后一节轨排与已铺好轨道合龙， 长沙
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河西段顺利实现“轨通”，
为4号线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4号线一期工程河西段铺轨由中建五局
负责施工， 范围包括罐子岭站至阜埠河站
（中）正线、星城车辆段站场线。自2017年9月
15日铺轨启动以来，面对工期紧、交叉施工
多、工序转换多变等诸多困难，指挥部带动各

项目部紧盯目标，借力“保轨通·打好附属结
构歼灭战”劳动竞赛，积极协调混凝土、轨枕
等原材料供应， 督导项目部加速完成区间验
收和场地移交， 为铺轨快速推进打下了坚实
基础。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普瑞大道至桂
花大道)线路全长33.5公里，设25座车站，均
为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13座，预计年底建成
通车。 目前， 河西段已相继实现“洞通”“轨
通”，附属结构等后续施工也正在加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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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税改措施5月1日起实施
我省约17万户一般纳税人可享减税红利，预计今年减税逾100亿元

5月起海关实施多项新规
长沙海关提醒外贸企业“诚信是金”

长沙出台“双修双改”方案

修复生态 和谐共生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徐珊 石荣）我省首个产后及生理期抑
郁门诊今天在湖南省脑科医院正式开放，该
门诊专为被“抑郁”缠身的妈妈们及其他女
性朋友提供心理支持。当天，医院还组织了
“请对抑郁说NO”义诊、《女性生理期抑郁障
碍》主题讲座等系列公益活动，呼吁社会关
注产后抑郁，关爱产后妈妈们。

据了解，产后抑郁属于抑郁症的一种亚
型，一般发生于产后4周内，严重的可持续产
后1至2年。其主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易发脾
气、易流泪哭泣、紧张多虑、兴趣缺乏、失眠、
食欲下降等， 甚至出现自伤自杀或伤害婴儿
的观念和行为。 产后抑郁患病率为10%至
15%，再次分娩时复发风险高达30%至50%。

“当前，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还有增加趋
势。因此，让更多人了解、重视产后抑郁，并为

产后抑郁患者或有抑郁倾向的产妇， 开辟一
条专属的就诊渠道，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湖南省脑科医院副院长刘学军说， 女性本身
患抑郁障碍的几率是男性的2至3倍。 女性分
娩后， 面临更大的激素水平波动及更大的抑
郁风险。此外，有家族抑郁史、产时产后并发
症、躯体疾病的产妇更易患产后抑郁。分娩心
理准备不足、照看孩子压力过大、家庭支持不
够、夫妻关系不和、婆媳关系难处理、工作和
经济压力等等，也都可能诱发产后抑郁。

专家提醒，产妇和家属也不必过于担心
和紧张，因为并不是所有产后出现的情绪低
落、脾气大、爱哭等现象都是产后抑郁表现。
更为常见的是，产后心绪不良。资料显示，近
一半的产妇都会在产后10天内经历类似
“灰暗”的几天，但大部分可在产后两周内自
行缓解。

湖南关爱产后妈妈

首个产后
及生理期抑郁门诊开放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彭军）“没想到节假日也可办事， 还可
以直接送达，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服务
不打烊’真不是吹的啊！”5月1日，恰逢“五
一”国际劳动节假期，娄底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办公室主任张志雄通过网上申报了相关
手续，当天就收到了娄底市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工作人员送来的法人证书后，发出了这
样的感叹。

今年以来，娄底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持续加大改革力度，继“审批不见面”、“审批
不过夜”改革之后，再次升级服务标准化和
优质化，将服务做到“三个延伸”：延伸服务
时间， 从工作日延伸至双休日和节假日，实
现全天候审批；延伸服务工具，设备放到值

班审批人员家中，实现随时审批，审批后随
地打印；延伸服务方式，对于不急于使用证
书的服务对象采取快递方式送达，对于服务
对象情况特殊或较急的情形提供上门免费
送达服务。“三个延伸”让服务“不打烊”，解
决了服务对象遇急事难事不误事的问题。

与此同时， 该局还进一步简化办理流
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行“容缺受理”、“容缺
办理”；着力推动受理场所、法律文书、办理
流程三项标准化建设； 建立审批岗位责任
制，合理划分审核分工，明确各岗位审查职
责，确保每个事项有人管、每个流程有标准、
每个岗位有责任，实现事项办理全流程标准
化，切实提升审批实效，不断提高服务对象
的满意度。

服务不打烊 一刻都不等
娄底为事业单位审批提供全天候服务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龚颖）“2018全省大学生社团就业创业能
力挑战赛”开局火热。记者从活动举办方了解
到，目前，全省高校报名社团已近700家，学
生注册会员近2万人。

据悉，4月24日为大赛报名最后一天，
各大高校报名热度仍在持续攀升， 大家为

在海选中拔得头筹闯进初赛获得半决赛入
场券使出浑身解数。 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报
名参赛的社团数近50家， 位居高校报名社
团数榜首。

燃灯公益协会、引力波乐教社、拓荒者协
会、牧野协会、沟通俱乐部、潇湘七兮汉
服社……在活动唯一指定网上报名平台“就

业吧”APP上，不少“奇葩”社团引来众多大学
生围观和点赞。

本次活动以“活力青春·拼创未来”为主
题，在全省高校线上招募学生社团。报名海选
结束后，将进行初赛、半决赛、复活赛、总决赛
环节角逐比拼。参加海选的社团经过初赛后，
将从实践类、公益类、学习类、兴趣类和其他
类五类社团中各产生20个， 总共100个社团
进入半决赛。

活动聚合政府与企业资源，从“就业意识”
“创新意识”“知识技能”“任务挑战”等方面，全
面开发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培养蓄积适应
就业市场的各类创新人才。总决赛将于6月8
日举行。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胡泓昱）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45
周年。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与湖南省文化厅
联合推出“纯粹中国”中国杂技晚会《青春如
画》，赴西班牙进行部省文化交流演出。马德
里当地时间4月30日20时30分，来自湖南省
杂技艺术剧院的杂技演员在路兹菲利普斯
剧场为观众送上了精彩的表演。

中国驻西班牙使馆文化参赞刘雯秋、马
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姚永宾和1000余名
当地观众观看了演出。马德里国家电视台对
本次演出进行了全程直播。

《青春如画》杂技晚会是湖南省杂技
艺术剧院的代表作， 本次演出有14个节
目。热情的《草帽》拉开了晚会的序幕，唯
美的《空中之环》、震撼的《三人技巧》、浪
漫的《绸吊》、轻盈的《芭蕾转碟》等节目依
次上演， 观众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晚
会结束后， 来自马德里理工大学的卢娜
说，中国杂技团来西班牙演出，是中西友
好交往的象征，希望双方有更多的文化交
流与合作。

据悉，晚会将分别于5月3日、7日在阿兰
胡埃斯和塞维利亚演出。

湖南杂技献礼中西建交45周年

“2018全省大学生社团
就业创业能力挑战赛”开局火热
全省高校报名社团已近700家，总决赛6月8日举行

一期工程河西段实现“轨通”
长沙地铁4号线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2.0”版快速磁浮列车即将下线
5月2日，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装配“2.0”版快速磁浮列车。“2.0”版快速磁浮列车时速从每小时100公里提高到160公

里，载客量提升超过30％。该列车预计6月下线。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美丽乡村路 催生旅游热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才
5月2日，长沙理工大学国际学院的留学生正用流利的中文进行实习汇报。最近，长沙理

工大学与中国路桥联合培养的第三批国际留学生深入企业实习，进行校企合作助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人才培养的新尝试，提高了国际留学生的培养质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喻玲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