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服务业总体盈利水平明显提升
上半年规模服务业盈利面达76.5%，同比上升3.8个百分点；利润同比

增长13.3%，上升2.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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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谢叶青）今天，省统计局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 我省服务业总体
盈利水平明显提升。上半年，全省规
模服务业34个行业类别中有26个
行业实现盈利， 行业盈利面达

76.5%，同比上升3.8个百分点；实现
利润140.39亿元， 同比增长13.3%，
比去年同期上升2.1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 今年以来全省规模
服务业运行良好， 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1535.69亿元，同比增长12.1%。

其中， 主体行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
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道
路运输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均实
现平稳增长；居民服务业、教育、卫
生、修理业、娱乐业等民生行业保持
两位数增长； 新兴行业增势最为强

劲，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究
和试验发展、 文化艺术业等分别同
比35.5%、54.0%、22.0%。

与此同时，全省规模服务业企
业税负比率同比下降0.3个百分
点。

� � � � 湖南日报 8月 1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我省邮政业务总量快速增
长，实现业务收入78.83亿元。 快递

业务“突飞猛进”，完成业务量3.42
亿件，同比增长33.1%；实现业务收
入36.91亿元， 同比增长28.1%，平
均每月全省快递业务收入超过6亿

元。
据统计，我省快递业务主要分

为同城快递、异地快递、国际及港
澳台快递。 上半年，异地快递业务

仍是主流， 累计完成2.63亿件，实
现收入21.24亿元； 国际及港澳台
快递快速增长，业务收入接近2.5亿
元。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恬） 中联重科昨天下午与吴恩
达教授的人工智能公司Landing.AI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农机领域展开合
作， 助力中联重科成为以人工智能驱动
的装备制造企业。

吴恩达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国
际最权威学者之一， 曾为百度和谷歌等科
技公司完成了人工智能战略实施。

此次中联重科“牵手” 吴恩达教授，
合作内容主要是在农业机械领域进行技
术合作与人才培养。 Landing.AI将为中联
重科提供人工智能技术支持， 共同开发
数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农业机械产品；
同时， Landing.AI将帮助中联重科培养一
支专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团队。

“通过与Landing.AI的合作， 中联重
科农业机械板块将实现高端智能化转型
升级， 有助于中联重科持续保持行业领
先地位； 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将服务于
公司其他板块， 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重
要‘加速器’。”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
说。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曾舸 陶丹

“八一”前夕，正是一年最
热的时候， 浏阳市澄潭江镇一
处山林里， 国网浏阳市供电公
司“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员
陈长兴和李招敏穿着户外作业
的长衣长裤， 拨开齐腰深的杂
草， 往山顶40米高的几座电力
杆塔走去，汗如雨下。

夏季正是用电高峰， 电力
工人每天都要进行设备检查。
浏阳境内700多公里电力线路、
1000多座电力杆塔， 是陈长兴
所在的输电运检班18名电力工
人的“责任田”。

早上8时，二人如约驾车前
往当天计划的检查地点。 随着
深入山林，道路变得坑坑洼洼，
崎岖难行。 再往前，就已经没有
车行通道了， 两人只得步行上
山。

“有故障就抢修，没故障就
巡视，距离高压线不到8米树木
都要砍掉， 否则可能导致设施

受损、用户停电。 ”李招敏一边
拨开挡路的杂草，一边喘着气
说道，每个电力工人平均一天
要检查七八座这样建在山中
的电力杆塔。 经过一段山路跋
涉后，汗水早已经浸湿了工作
服。

“到啦!”陈长兴手一挥。 记
者站在塔下抬头一看，高耸的
塔尖和灼热的烈日让人目眩。

“刚开始从事这一行的时
候， 爬塔确实有点心里发慌手
脚发软。 ”陈长兴说，干了13年，
他爬过的塔早已数不清， 在旁
人看来可怕的高塔， 对他来说
也已经习以为常。

上塔要检查的项目有避雷
器、导线、绝缘子等，安全帽、安
全带、工作服、手套等则是上塔
的必要装备。 李招敏系好安全
带， 戴上手套， 做好安全措施
后，开始往上爬，不一会就手脚
麻利地爬到了十几米高。“要注
意，抓稳啦!”陈长兴在塔下不时
提醒他注意安全。

对于年轻同事， 陈长兴总

是像师傅对待徒弟一样格外照
顾，不管对方爬过多少次塔，都
会叮嘱他们要像第一次一样。
“夏季上塔更要注意安全，电力
杆塔都在山上， 没有任何遮挡
物，被太阳暴晒后非常烫手，攀
爬难度更大。 ”陈长兴说，到了
夏季高温时， 塔上温度常常达
到四五十度，非常“烤”验工人
的耐力。

一个多小时后， 从塔上下
来的李招敏已经成了“雨人”。
豆大的汗珠顺着安全帽淌到下
巴，湿透的工作服紧贴在身上，
他仰起被晒得黑里透红的脸，
一口气喝掉了2瓶矿泉水。

“干我们这行的，最怕蛇咬
和中暑，所以蛇药、防暑药绝不
离身。 ” 在赶往第二座塔的途
中，李招敏怕出现中暑，又赶紧
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仁丹吃
下。

跟记者告别时， 陈长兴憨
笑着挥手说：“进一趟山不容
易，如果任务没完成，我们饿着
肚子也不收工。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较快增长。
7月31日，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
我省规模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
增长7.1%，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7.4%。

统计显示， 全省39个大类行业全
部实现盈利， 其中， 24个行业利润同
比增加。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5
大行业， 对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
长形成有力支撑。

各类规模工业企业中， 大中型企
业盈利情况最好，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
增长24.5%， 利润率6.25%， 两项增速
均高于全省规模工业平均水平。

上半年规模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7.4%
全省39个大类行业全部实现整体盈利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佳成 颜涛） 据海关统计， 上
半年， 湖南省出口轨道交通装备13.6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倍， 湘产轨
道交通装备打入国际高端市场。

海关数据显示， 6月全省轨道交通
装备出口额大幅增长， 出口3.3亿元，
增长9.9倍。 地铁车辆、 动车组整车为
主要出口商品， 上半年出口占同期湖
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总值的80.7%。
马来西亚和土耳其为主要出口国， 对
北美和欧洲出口稳步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局势回

稳，为我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提供了良
好的契机，曾一度被中断的中车株机土
耳其安卡拉项目恢复建设。据中车株机
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公司出口项目主要
包括四项： 土耳其安卡拉轻轨项目、南
非22E电力机车项目、 马来西亚ETS2
动车组项目、德国机车项目。 上述项目
都顺利进行，产品陆续完成交付，今年
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有望保持稳
定增长。 此外，中车株机日前拿下多份
德国订单，这也是中国“火车头”首次出
口德国，未来湘产轨道交通装备将迎来
更多高端市场。

上半年我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增长1.7倍
湘产轨道交通装备打入高端市场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杨文明 陈彦勋）“只用了4个小
时， 留抵退税款就到了公司账户。” 今
天， 面对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工作人员的回访， 中车株洲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张
华对我省税务机构大力推进留抵退税
改革给予点赞。

从5月1日起， 降低增值税税率、
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试行留抵退
税等三大增值税改革正式施行。 近
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正式下发
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明确对装备制
造等先进制造业、 研发等现代服务业
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
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
退还。

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我省在前期测
算的基础上， 于7月27日启动首批留抵
退税改革。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和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我省
千亿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符
合留抵退税的相关条件。7月27日，为帮
助企业尽快办理留抵退税款，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副局长王建平带领
税务工作人员来到两家公司上门辅导，
并开辟绿色通道，仅用4小时，两家企业
合计2亿元的退税款便分别到了公司的
账户。

为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优化内部工作流程，
缩短退税办理各环节时限； 组织税务
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个性化的政策
辅导培训， 解答纳税人提出的疑问，
使纳税人尽享改革红利。

流程更优 效率更高
我省启动首批留抵退税改革

湖南快递业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省快递实现业务收入36.91亿元， 同比增长28.1%

中联重科“牵手”
世界顶级人工智能专家

打造国内首个人工智
能装备制造企业

电力工人40米高电塔检修保电———

一口气喝掉两瓶矿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