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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邓晶琎）省
发改委昨日发布，为优化营商环境，除了中
央设立收费项目外，湖南已全面取消省级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这意味着，企业在
湘投资经营的成本进一步降低。

为降低企业成本， 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
事业性收费，严肃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我省
近年来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为企业减负
增效。2017年共减免各项税收779亿元。

如， 通过阶段性降低养老保险单位费

率、实施费率过渡试点、封定缴费基数等多
项措施， 减少企业养老保险支出约37亿元；
调整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降低失业保险
和生育保险费率，每年为企业减负超8亿元；
出台13项降电价措施， 减少企业电价开支
80亿元；推动长沙、怀化、常德物流标准化试
点，试点企业平均物流成本降低30%以上。

今年1月起，长沙新港、长沙霞凝铁路货场
两个口岸，在全省率先实施以地方政府购买服
务形式承担口岸查验服务费。对经海关、检验

检疫查验后正常放行的集装箱，免除与查验直
接相关的吊装、移位和仓储费用，由长沙市政
府予以财政补贴。“大集装箱1300元， 小箱
1000元， 一年累计下来节省好几十万元开
销。”远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透露。

根据《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行动导
则》，我省将继续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定
期组织降成本专项检查，对国家和省制定出
台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相关政策，坚决
按要求落实，并向社会公开。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光平

用150天时间完成项目引进投产， 创造
出了“江华速度”；新三板企业“集群式”落地、
“抱团式”入驻、“联盟式”发展，形成了“江华
现象”；短短几年间，引进和培育规模企业73
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家，创造了实体
经济支撑县域发展的“江华模式”……

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全方位优化发
展环境，创新招商方式，用好用活各种优惠
政策，精准对接珠三角，形成了企业转移的
“滚雪球”效应。

今日江华，渐成“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
一片热土。

优化环境：加快对接珠三角
“我们到江华现在刚好一年，虽然有物

流等一些小的不如意，但我不后悔，这里官
员肯干事、能干事，全心全意帮我们办事，老
百姓也很淳朴，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抵消一切
不快。”6月6日，贵德集团董事长喻贵坦言，
因企业落户创造出了“江华速度”，在珠三角

“籍籍无名”的他，在湖南忽然成了名人，令
他有些意外。

近年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将招商引资作
为发展第一要务，把加快承接对接产业转移
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大力优
化生态、人文、城市、交通、园区、要素保障等
大环境。

优化经济环境，关键在领导干部。江华
从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 强化担当作为入
手，县四大家班子率先垂范，激发起了全县
创新、开放，抓产业、兴园区、谋发展的决心
和信心；努力构建出既“亲”又“清”的政商关
系， 营造出了全民亲商重商护商的良好氛
围。

“江华干部每天上班都在真干事，主动为
企业着想。园区基础建设走在了前面，标准厂
房也是现成的，可以让企业拎包入驻。”汇高
集团董事长朱世勇表示，江华好的营商环境，
通过老板们的口口相传， 已经享誉珠三角地
区，吸引珠三角企业纷纷往江华转移。

“去年以前，只要周末不开会，县里主要
领导都带着干部在珠三角地区跑招商。今年
有了新变化，每天都有一两波珠三角客商主
动上门， 领导们应接不暇， 出去得倒是少
了。” 江华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邓铁成告诉记
者，这些年，江华通过创造优势、创造条件，
发展环境达到甚至超过珠三角地区一些乡
镇的水平，弥补了交通、配套等不足，坚定了
客商转移、落户的信心。

创新招商：新三板“集群”落户
“企业转移，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过

程，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吸引，同时也需要有
好的政策扶持。 江华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
好。 比如我的公司和高新区下面的平台公
司，就对很多入驻的企业入股，坚定他们转
移的决心。” 江华天宇上市企业孵化园董事
长黄江明，来自东莞，已与江华合作4年，帮
助江华从珠三角引进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
20多家。其实，他本身也是江华创新招商模
式的一个缩影。

在招商方式上，江华大胆创新。建立专
业化团队，实施“以商招商”，引进东莞天宇
上市企业孵化园、深圳渠成资本、东莞证券
公司等打造专业招商平台，与各种商会组织
合作，发挥他们的信息、人脉、专业等优势，
让他们成为招商的“红娘”；打造“园中园”项
目， 实施“集群招商”。江华积极引导“集群
招商抱团投资”，打造的“园中园”模式初显
成效。目前，由6家企业共建的贵德光电产业
园、3家企业共建的盛华达锂电池产业园已
成为典范。

紧盯“新三板”企业，实施“精准招商”。
该县抓住国家证券会对贫困地区企业IPO

“即报即审，审过即发”的利好政策，出台了
《鼓励和扶持企业挂牌上市奖励优惠政策暂
行办法》，筹集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前往珠
三角精准招商，吸引了拟走绿色通道主板上
市的41家新三板企业在江华注册公司。

“在推进发展过程中，江华学好用好用
活各项政策，第一时间结合江华实际，出台
配套措施，把上级的政策红利细化为江华发
展的软环境。这也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

邓铁成介绍， 高新区大胆运用股权投资、股
权定增、代建厂房等方式，对6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分别定增2000万元股份，这一举措
进一步吸引珠三角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联
合入驻、抱团发展。

优质服务：孕育出“江华速度”
“我们在建设投产过程中，有事就打电

话给小唐，她都会很快帮我们办好。”江华顺
林模型科技有限公司江华项目负责人吴敏，
在接受记者采访已是6月6日下午6时多。在
他浓重的广东味普通话的描述中，记者感受
到的是满满的感激。

“他说的就是我们‘母亲式’服务中最具
体的一项：全程代办，即帮助入驻企业全程
办理各种审批手续、证件。他们只要提供资
料就可以了。”7日上午， 记者在江华高新区
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吴敏口中的小唐。小唐叫
唐淑梅，原来在招商局工作，一直负责全程
代办。她介绍说，代办范围除了政府审批的
工商注册、项目立项、环评、土地不动产权证
等和协助办理银行开户等手续外，还要帮助
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办理外贸资质相关手
续。

“项目一签约，我们就主动提供‘母亲
式’服务，成立项目指挥部，召开联席会议，
列出项目建设事项清单，把企业的事变成高
新区、部门的事，由高新区全程代办，部门限
时办结。让企业‘足不出园’办好事，一心一
意搞生产。可以说，正是这种优质的服务孕
育出了‘江华速度’。”邓铁成介绍说，江华还
树立改革的精神， 对国家鼓励和支持的项
目，程序再造，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环
节，边干边办、特事特办。

“企业转移，一年开工、一年投产是常
态。真的很了不起。”在高新区的沙盘前，
正在考察的东莞一马达生产企业的雷姓
老板告诉记者，“江华的服务真没话说，现
在考虑的不是搬不搬的问题， 而是怎么
搬。我回去以后，就要和上下游的老板们
商量下， 看能不能叫大家一起搬过来，做
个马达产业园，有利于争取更好的政策和
企业今后的发展。”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欧阳静子）1至5月， 全省进出口保
持较快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月，湖南
省进出口总值1052.1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
同期增长34.3%。其中，出口654.2亿元，增
长33.2%；进口397.9亿元，增长36.1%。

一般贸易快速增长且比重提升。1至5
月，全省一般贸易进出口777.8亿元，增长
41.8%， 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73.9%，
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幅超五成， 占同期
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 比去年同期提
升7.1个百分点。

香港仍为最大贸易伙伴，1至5月贸易

额为124.3亿元； 对美贸易保持较高增长，
贸易额119.1亿元，增长39.3%；对韩国、东
盟(10国)、欧盟等贸易增长迅速，分别增长
57.3%、61.2%、56.6%。

机电产品、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
出口主力。1至5月， 全省出口机电产品
287.6亿元， 增长27.9%， 占出口总值的
44%。此外，出口高新技术产品81.5亿元，
增长9.1%；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箱包、
陶瓷产品等均保持较快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超1倍。1至5
月， 全省进口机电产品172.5亿元， 增长
41%，占进口总值的43.4%；进口高新技术
产品94.7亿元，增长1.2倍，占23.8%。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眼下正值湖南的雨季，湘中
和湘南南部多地却出现气象干旱。 省气候
中心统计显示，5月中旬以来， 湖南降水较
常年同期偏少19.6%、 分布不均， 受其影
响，多地出现气象干旱。

近30天，湖南降水整体偏少，据省气
候中心数据统计，5月12日至6月10日，全
省平均降水量154.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19.6%。同时降水分布不均，湘中大部及湘
南部分县市降水偏少，其中醴陵、湘乡、衡
山等17县市偏少五成以上；芷江、耒阳、古
丈等20县市降水偏多，其中保靖、安乡偏
多八成以上。

受降水偏少影响，截至6月10日，共45
县市出现气象干旱， 主要位于湘中和湘南
南部地区，其中株洲、韶山、湘乡、新化、邵
东、衡山、宜章7县市出现重度气象干旱，醴
陵、南岳出现特旱。

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后， 昨天夜
间，湖南雨水再起。天气预报称，13日降雨
减弱，大部地区将持续3至4天多云或晴天，
湘东南多阵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湖
南南部雨日较多， 要注意连续降雨天气对
农业的不利影响； 湘南等前期水库储水量
极少的地区，可利用本旬有利降水过程，进
行适当蓄水保水。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哲）今天，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通报，截至5月31日，长沙有70608台车
辆的未处理违法记录超24分。警方表示，因
满分办结便民措施只实施至今年8月31日，
希望这7万多台车辆的车主尽快通过满分
办结处理好违法记录。

2017年5月， 省交警总队在全省推行
非现场交通违法满分办结业务， 这个举措
极大地方便了非现场交通违法记分超过24
分车辆的违法处理。据统计，长沙公安交警
已办理满分办结业务2757笔，然而截至5月
31日，长沙还有交通违法记分达到24分以
上的车辆70608台。

满分办结是指对同一车辆同一驾驶人
有多次非现场违法行为， 该驾驶人持本人
证件可以在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管部

门处理完该车所有非现场违法行为（适用
行政拘留的违法行为除外，如“使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也就是说，驾驶人
在办理车辆违法时， 记分超过24分的先扣
满24分， 驾驶人按规定参加完满分驾驶人
理论学习，并通过科目一、科目三考试后，
交警部门将对同一车辆同一驾驶人24分之
外的其他非现场交通违法一次性免记分处
理。

违法未处理往往会衍生车辆未按时进
行安全检验、 达到报废标准仍上路行驶等
严重违法情形，部分车主为消除违法，甚至
找中介“买分卖分”，又导致了新的违法行
为。 满分办结既维护了交通法规对于交通
违法处理的法律权威， 又方便车主处理累
积的交通违法， 有效避免道路交通安全隐
患产生。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刘永涛）
月末季末双重压力，银行再掀“揽储大战”。
在此关口，银保监会、人民银行8日联合发
文， 将商业银行月末存款偏离度监管指标
值由原来的3％调整至4％，同时要求商业
银行不得设立时点性存款规模考评指标。

存款偏离度是监管机构为约束银行业
金融机构月末拉存款“冲时点”行为，加强
存款而设立的监管指标。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银行网点发现，进
入6月以来， 在存款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
下，各大银行纷纷将揽储作为首要任务，并
推出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等多种揽储理
财产品。

为此， 监管文件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以
违规返利吸存、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延迟
支付吸存、以贷转存吸存、以贷开票吸存、
通过理财产品倒存、 通过同业业务倒存等
手段违规吸收和虚假增加存款。

监管文件还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存款的
基础性工作，强化存款日均贡献考评，从根
源上约束存款“冲时点”行为。

中南大学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饶育
蕾表示，存款偏离度监管指标值调高，有助
于降低银行月末季末冲存款的动机， 避免
市场乱象和存款过度波动； 有利于提高存
款的稳定性， 使银行更为合理地开展存款
业务，进而增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 甘丽莎 ）16日将迎来为期3
天的端午小长假。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间
（15日至18日），全省18座高铁站预计将发
送旅客84万人次，同比增长5.4%。

高铁长沙南站昨日发布，15日至18
日，湖南将增开高铁84趟次，主要去往邵
阳、怀化、广州等方向。预计增开的车次可
满足近3万人次的出行需求。

长沙火车站发布，15日至18日将发送
旅客33.6万人次，同比增长17.49%。届时将
增开往岳阳、邵阳、张家界、广州、深圳方向
的普速列车13对。

预计长株潭城际铁路客流将集中在长

沙、湘潭、板塘、大丰、田心东等站；预计石
长铁路日均客流达9000人次以上，同比日
均增长4000人次左右。

此外，岳阳火车站、常德火车站将增开8趟
前往长沙、衡阳、广州、深圳等地的临客列车。

截至12日18时，16日当天， 高铁长沙
南站往省外车次仍有余票，省内往邵阳、永
州高铁车票紧俏； 普铁长沙站往常德方向
票源紧张，邵阳方向车票基本售罄，北上广
方向票源充足。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因节假日期
间客流明显增长， 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提
前购买车票；通过互联网购票的旅客，请提
前取票进站。

�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莫春桥） 端午假期乘飞机出行将
享受较多优惠。 南航湖南分公司昨日发
布，端午小长假从长沙出发前往全国各地
的机票价格比节前下降。长沙飞哈尔滨等
北方城市有4至5折优惠。

据介绍， 端午假期长沙飞哈尔滨、长

春、沈阳、大连、天津、青岛、西安、银川等
最低折扣均在4至5折左右。 国际航线，长
沙飞曼谷往返最低1450元起，飞吉隆坡往
返最低950元起（以上价格不含机建和燃
油费）。

旅客可通过南航客服电话95539或南
航官网了解最新机票信息。

今日瑶乡红似火
———江华优化经济环境精准对接珠三角纪实

前5月全省进出口同比增长34.3%
机电产品仍为出口主力，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超1倍

45县市出现气象干旱
5月中旬以来，湖南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近两成

长沙7万多台车交通违法超24分
交警建议8月底前满分办结

商业银行不得设立时点性存款规模考评指标

避免存款过度波动，更好支持实体经济

端午假期湖南增开84趟高铁
长沙往邵阳方向普铁车票基本售罄

端午假期乘飞机出行折扣大
长沙往返曼谷最低1450元起

降低企业成本 优化投资环境

湖南全面取消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去年减免各项税收779亿元

� � � �规划有序的江华高新区产业园。（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今天，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发布， 沪昆高速邵阳境内范家山至周旺铺段
将于6月20日启动大修，进行北半幅（东往西
方向）封闭施工。届时，从长沙往邵阳方向车
辆需绕行走其他道路， 邵阳往长沙方向可正
常通行。

沪昆高速湘潭至邵阳段（以下简称“潭邵
高速”）分两期实施大修工程。一期为起点至
娄底互通，已于2016年11月完成并通车。二期

为娄底至周旺铺互通共118.7公里。
潭邵高速大修项目部经理张剑波介绍，

潭邵高速大修二期工程将分两阶段实施。今
年实施第一阶段，20日启动范家山至周旺铺
路段大修，全长44.8公里，工期约6个月。先进
行北半幅（东往西方向）路面封闭施工；再进
行南半幅（西往东方向）路面封闭施工。计划
在今年年底前完工并恢复双向正常通行。

此次大修将注重交通安全设施改造，
着力提升安全防护能力。如，增设隆声带、

反光突起路标等行车安全提醒标识； 采用
新型雾区智能监控系统， 提高雾天行车安
全性等。 同时还将新建韶山、 邵东两对服
务区。

在北半幅施工期间， 东往西方向将实施
交通管制，西往东方向可正常通行。

届时，从长沙、湘潭等地往怀化方向的车
主，建议首选长韶娄高速转娄怀高速，或在沪
昆高速娄底互通转娄怀高速； 也可在沪昆高
速范家山互通转衡邵高速、邵坪高速，再转娄
怀高速；

需过境邵阳往隆回、洞口方向车辆，需在
沪昆高速范家山互通转衡邵高速、二广高速，
在邵阳西收费站下高速后， 走一段320国道，
再从周旺铺收费站上沪昆高速。

沪昆高速邵阳段20日启动大修
长沙往邵阳方向车辆需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