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5月9日 星期四
要闻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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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
12345678-9:;<=>? #" @
"ABCD78-EF6(GHI-9JKA

6*+LM96*+NMO9 P4QQ6*+
R9STUVWX YZ6[\]^_A[`a
bc9 :*+A defRghijk(lm
nm/opqrAsotutvw7xsyA
z{UGHI-|4}~A�*+?�?�
�u:���X

*+/��/��#���n�78
�A��������:78�����|X

�����A��� ¡¢AJ£¤¥A
¦¤§D¨©ª«¬X�:®<¯�°]
±²Aª³!�A´µ¶·¸¹ºA»¼½¾
¿ÀX �ÁÂÃÄ'(:w76Å<�9X

ÆÇAC�ÈÉ4Êw76Å<�9ËÌ
w76Í;9X

Î�#��ÏÐq:ÑÒÓA��|Ô
FÂ�ÕÖ×ØYÙAÚÛÜÝmÜÞßàA
áÎ"âF_ $ ãäAåæçÞèÂX

Î*+w7xs:kéêë(Aìí�
�|Èî�ï:78�¤ÎðñX

6ÞèòóA4�ô¤§õöX 9÷øù
úªaûüm ý78%þÿa!ü)á"A
�"#A*+æ$%w7xs&'(Pü¨
)|4Ä»*ëAÓ+,M-A.u/0pA
12Â4364çÞèòA567VW9)*
+w789:�X;<=#AU/ %% �n�
78�Uq>?A#%%!$ � &&''$ %Á-w
7A78@»AÓB< "(&)X

C"A*+/ÌDøU/E�78�[
F8ÀøGk.¾ìHI*YA/0JK7
8�w7�ïAk./0L7AMNO7P
QARSw7ÁTX´U/VWVm*+/V
XYZ[\]^Aw7xsc_`÷Aab
c¿cmd(cÀeAfg}hijÔ78
�z�âFAkz�w7X

!'()*+,-."
/0!12345"

��|EÎ)��/��#��lm
nopWA�n�78�Aqr÷s %*(+ t
}u�A v!wðA vxyzA{ +,)X
-*!$ � **+* %A|}� '& � -$+ %A�~
���78� -&% � $!& %X U���ó
��)�×A����h.���A�ªù
úâF��6��9Aw7À]_�gGX

!,-+ "A �#���~�ÕÖ×�×
ØYÙA�ê6Ðq.ØYÙ / 78�9�
�A�78��£ójâ���òA��
|ÔFÂ�ÕÖ×ÜÝØYÙX 4"#AÎ
��*Yö)ÑÒ)���«ÓA�¤>Ú
�Â¾ A!Ú�ÂÜÝ¡A¢�Â4£ó

u)¤»¥§XÜÝ��!¦§#) &  @
¨©ü_Â %&  A káª« %,, !¬A
®jâ -($ ãäX C"¯°±ü��A¯°
Ü² ',  «ÝX

C" & ³AÎÑL´qm��*Yö)
ª×ÑLÓA��|µ�ê¶·¸¹º»¼
½Â * ¾w¿A�À !,, u¬àÁAÜ²Þ
ßàXÂ¯|4QÞßàÃªÄ/ÅÆÌ�
- ãäÇÈA"âF§� $ ã@äX áÎA�
ùÉ�Ç?�ó)ÊË�ÚÞßàÜ²¥
ÌAÍÎÏ��Ü²ùÐ)Ö�ÚÛAÑÒ
¦üjâX

dCA �#��Ó!�ÄÔ��|4
îA �ê�ÕÖ×�×ØYÙÑLÕÖAJ
KÂÜ×mÜØmÜT<ÙmÜÚÛ)¥§A
ÜÝ£ów7��òX�#��á"78@
»AÞßÎ ,($')[ÓA��ªùú¦ , @
¨_ 0 ã@äX

6*+�Ö×ü-A�"#àÁÂ[«
Ýmáv×mâãmäTPZåæ)çèéê
ª×Aë/[ìZíîAk.ï�½Hðñª
×L7*ëAË~h - �ª×L7òØób
(�mÕô -, �´õª×mtR -,, �é

êª×�lm ö� -,,, �ª×w7÷ÕA
DøùØ&lmø�#úmø�õû)ª×
FüA ýlßþk.Â4QL7ª×)�
=Aª×L7ÁZ�78�ºÿz�w7
)!�"pX 9#*+/L7$%&%'(
)*+X

=#A*+/~���78�1@¨,
-m.Lmç`/ª× % ã¾AäTmâ0mM
1 !($ ã¾A��ká6���ª×A��§
jâ9X Ä26u34ØYÙ01 �l 1 78
�9ØY��A5æd´�×)��§ü�
78�6ª×mjâFmÚ�7A6ÖÄ:
896â9:;%9 Pw7÷Õ¤<=áX
!,#+ "AU/k.ª×L7�= !,' �A�
>jâ $,,, ä[óX DøÖª?¤u@m
@¤u)ABA~hÂUn-.C�ª×L
7òØób(�A«kL7Öª?6DE*
ë94EFGHIm EJ/Ùrm EKr*
L0A3«t�ª?MN6ø`4u�9A5æ
ÞÖ�£5ü/ÅX !,#+ "AU/ª×L7
Öª?MNO{_ !(& PäX

!"# 678,9"
/:!;<=8,"

#¤QARST¥?*UC×L7VW
�Î*+/XY�ZJAXY�1�[ #,,
@��Ä\Ô]WAáÅ÷^_Y%` #+%
%Aa^Øb #,# %AckdoÂ¬«C
×ÀABXe�78�fg#Âd_VWh
Êfi)jk`Aåfil�×EJªm
÷^A�nFoRSAkáÎ�£þC×Xf
g#��� & þ%ApqrüZÎ*+/r
)stub*A üvwrxyÎz+{ü
DAÞvwr�dC{XY(Úa|X6ó}
`A ~³*� $,,, äA 1§2�_Þv
wX 9fg#ø�*Y��µjX

��C×jâ�ÑÒ78�w7ø
®mø�õmø�ºÿ)}�X !,#* "AUn
C�C×L7�lÎRST¥Á�A@�R
ST¥?*aü)çèAç�Vâ78¬
«C×A% "#ARST¥1Vâ *!%$ �7
8¬«C×A �(�l78¬« $*0
%A���ZUGCQC×L7�lX��A
¸Ø*+k�A!,#+ "~�*+/C×L
7�l *% �A~ÁL7�� + �A1���

l78¬«C× '+' %A �� #%, %&
"káw7X

*+/á�G�.ùårm n.��
rm�Õª×Km��ª×K��KrA��
�[ó�×�ð�A?*�iüAC×F�
!X íî��KrA*+/�Gq£�[7
8¬«_�Krå¨��ø®AZ78%
þ��Â6a��9hÊ��F�A�"#1
��Â� #&,, ��l78¬«C×X

e/ÌC�C×)z�C×YZø�
õø®)w7}�X [tR6#$ u�C×
�9Z�üA*+/©�å 6̈4�4*%9
J)64%4¥§9JX !,#+ "AU/
',,, !�78¬«káÂÎ�£þC
×A��C×A 00(!)A��ká64�4*
%9= X

!>?@AB"
CD!EFGHI"

�¡*+/¢M£�¤¥�)78�
e¦�AD��§êÊ¨©A[#ªÊ«)
Ï{¬Â�4®¯ÊA°!�f6±±t
t9²§â7X Î !,#+ " ! ³ZJ)6�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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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于振宇 ）昨
天， 湖南省大学生校地联动实践育人推进会
暨湖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研究中
心成立大会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

据了解，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旨
在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等方式， 不断提
高大学生骨干、团干部、青年知识分子等青年
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 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

等， 使他们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此次我省成立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研究中心， 目的是
强化理论研究，推出更多研究成果，并结合湖
湘特色，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同
时，加强校地联动，实现社区、企业等组织和
学校的资源对接，鼓励青年学生走出校门，参
与实践、了解社会，引导青年学生全面发展。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郭希范 罗舜爱）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湖
南省税务局今天举行的“减税降费，助力大
企业发展；一带一路，促湖南开放崛起”税企
沙龙活动获悉，一季度，省税务部门为421家
“千户集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年纳税达1亿元以上的企业） 企业减税30余
亿元。

目前，我省共有“千户集团”企业421家，
一季度缴纳税收470余亿元，占全省税收收入

比重39.60%。为帮助“千户集团”企业做大做
强，省税务局成立专门部门，为“千户集团”提
供税收风险管理、 个性化纳税以及大企业税
收经济分析等服务。此次税企沙龙活动，旨在
倾听企业的涉税诉求，面对面解决涉税问题。

“减税力度越来越大。” 三一集团首席
财务官黄建龙介绍，今年，三一集团预计可
享受减免税费5亿元左右。他建议，税务部门
可提供更精准的办税服务， 让纳税人少跑
腿。中石化长岭分公司财务负责人赵国平希

望税务部门加大政策辅导力度。中建五局总
会计师周湘希望税务部门多为“走出去”企
业提供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服务。沙龙活动
中，企业代表提出了53个涉税问题，省税务
局进行了现场解答或承诺限期反馈。

“只有企业做强做大，税收才能稳定增
长。”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刘明权说，全省税务
部门将为大企业提供重组涉税事项专业指
导、 跨区域涉税事项协调等个性化服务，助
力大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省421家“千户集团”企业
一季度减税30余亿元

税务部门将为大企业提供重组涉税事项专业指导、跨区域涉税事项协调
等个性化服务

湖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钟秋明）近日，长沙县松雅湖中学、长沙高新
区明德麓谷学校、 株洲市建宁实验中学分别
与西藏山南市贡嘎县农村实验中学、 贡嘎县
中学、 扎囊县中学签订联校共建协议。 加上
2018年岳阳市第十二中学与桑日县中学、常
德市第十一中学与隆子县中学分别签订的联
校协议，至此，湖南省对口援助西藏山南的4
个县5所中学已全部建立联校，湖南教育援藏
联校模式向对口支援县实现全覆盖。

根据共建协议， 共建联校的学校将在湘
藏两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推进和支持指导
下，全面细化、完善、落实结对合作计划，在教
育、教学、教研、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交

流与合作，互学互助，在学校创新管理、教师
队伍建设、基础课程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方
面加强合作，推动联校办学发展。

自2016年起，教育部等部委安排17个对
口援藏省市开启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 湖南
省对口援助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并在西藏
全区首创组团式教育援藏联校模式， 长沙
市一中山南联校于当年12月9日正式挂牌
成立。联校模式的成功实践受到了西藏、山
南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目前，
共建协议各项内容已成为湖南教育援藏工
作的重要抓手， 共建学校正在以联校建设
为平台，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团结
民族融合。

湖南援藏联校模式全覆盖山南市

� � � � 5月7日， 凤凰县千工坪
镇胜花村扶贫车间， 工人在
加工雨伞。去年来，千工坪镇
引进雨伞加工企业，在胜花村
兴建扶贫车间，采取“内销+订
单出口”模式销售，吸纳20
余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让他
们既能照顾家人又能实现
劳务增收。 滕建康 摄

扶贫车间
助就业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熊力颖）近日，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
士生导师李文生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 IJO
（Indian�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 发表
研究论文， 首次系统阐明3D可视化系统在
白内障手术中的运用，其意义在于探索促进
白内障手术朝着更精、更快、更安全的方向

发展，标志着白内障手术开始进入3D时代。
白内障主要是指由老化、遗传、局部营

养障碍、免疫与代谢异常，外伤、中毒、辐射
等原因造成晶状体代谢紊乱，导致晶状体蛋
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的眼部疾病。世界卫生
组织报告指出，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
病。我国60岁至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

80%， 而9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
90%以上。李文生介绍，手术是治疗白内障
的唯一方式。随着时代发展，医疗技术不断
进步，白内障手术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
过程。从古印度的金针拨障术到囊内摘除再
到囊外摘除，从开创了白内障手术新纪元的
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到上升至“屈光手术”
概念的飞秒激光加晶体置换， 再到3D手术
白内障，推动白内障手术进入无刀、微创、安
全和精确的新时代。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长沙
“打的”将更智能更安全。长沙市出租车GPS
监管平台昨日发布， 已于近期在800余台出
租车安装了新型车载终端， 并率先启动运力
智能调度等功能，预计将于6月实现驾驶员人
脸识别、电子支付等功能。

据介绍， 我省正加强对道路运输的智能
化、信息化监管。4月，长沙市率先对出租车
GPS监管平台提质升级， 并上线了运力智
能调度功能。通过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进
行监控， 可对该区域的出租车辆运力进行
智能调度。

如在客流量较大的高铁长沙南站、长
沙火车站，可根据实时客流和运力情况，向
周围一定距离内的空载出租车自动发送语
音和文字提醒信息， 以满足铁路车站旅客
乘车需求。

记者从一台已安装新型车载终端的出租

车看到，在驾驶室上方装有一处摄像头。当司
机坐上驾驶位后， 该摄像头立即对司机进行
人脸扫描， 一旦与此前数据库里的数据不匹
配，后台就会发出警报通知相关人员。

“目前， 系统已录入了长沙市2万多名持
证出租车驾驶员的信息， 该人脸识别功能正
式投入使用后， 可对驾驶员从业资格实施有
效监管，乘客乘车安全更有保障。”长沙市出
租车GPS监管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出租车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后， 位于中
控台的电子显示屏就会显示“支付方式”，乘
客可选择现金或电子支付。当司机点击“电子
支付”选项后，屏幕将生成一个二维码，乘客
只需拿出手机扫一扫，即可完成支付。

电子支付功能正式启用后， 乘客将可使
用微信、支付宝、银联等方式付款。无论乘客
选择何种支付方式， 该终端都将在支付完成
后自动打印发票。

“的哥”人脸识别技术下月上线

长沙“打的”将更智能更安全

白内障手术进入3D可视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