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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奉永
成）昨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出《湖南省
市场监管局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告知书》，北京永大众源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常宁分公司等121户企业，被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此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的企业，主要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届
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 省市场监管局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
定将其列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被列入企业如要求陈
述、申辩的，可在《告知书》发布之日起15

日内向省市场监管局提出。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后， 除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其进行重
点监管外， 相关部门还将采取联合惩
戒措施，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工程
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
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陈慧 魏婧）兑零钱、
换残币、鉴别假钞……都将可以在
家门口的社区小店解决了。 今天，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建行湖南
省分行、长沙苏宁商贸有限公司三
方携手打造的全国首家现金综合
服务示范点，落户长沙白沙湾苏宁
小店。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负责
人张奎介绍， 现金综合服务示范
点由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指

导， 建行湖南省分行提供金融专
业支持，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服务。
其服务范围涵盖人民币防伪反假
知识宣传、 小面额人民币现金兑
换，协助不宜流通人民币回收等。
这种由人民银行、 金融机构和民
营企业共同合作、分担责任、携手
提升现金流通和服务质量的工作
模式，为全国首创。

“苏宁小店不是一个便利店，
它是一个平台，一个流量入口。 ”
湖南苏宁总经理窦祝平介绍，苏

宁小店服务时间从早上7时到晚
上10时，想要兑换零钞、残损币的
市民随时可前往办理。 未来苏宁
小店将打造更加多元化的智慧零
售生态圈，实现消费者与金融、文
创、体育等产品的无缝衔接。

据了解， 我省首批23个现金
综合服务点将在长沙城区的苏宁
小店网点中全面铺开。 下一阶段，
该模式将在全省推广， 更多商业
银行参与进来， 助力营造良好的
现金流通环境。

121户企业被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上榜企业可在15日内提出申辩

家门口就可兑零钱换残币
全国首家现金综合服务示范点落户长沙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冯平） 创新国企党
建形式，加强国企党建促发展。 今
天， 华天集团在全省国资系统率
先启动“国企党组织书记联项目”
“国企党员先锋行·让服务有温
度”活动。

作为省属重点国有企业，31
年来， 华天集团已由一个单体酒
店发展成为深耕酒店旅游主业，

跨行业、 跨区域经营的综合性现
代服务企业，旗下子公司34家，员
工近万人， 资产逾百亿元。 今年
以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营形
势， 华天集团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 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决策部
署， 公司上下全力以赴， 坚持党
建经营深度融合， 不断将改革向
纵深推进。 一季度， 华天集团实
现营业收入4.82亿元， 同比增长

15.22%。
华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蒋

利亚表示，华天集团将以“国企党
组织书记联项目”“国企党员先锋
行·让服务有温度” 两项活动的开
展为契机，紧盯企业改革发展和生
产经营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客人
提供高质量有温度的服务，再铸华
天酒店品牌，为公司改革发展筑牢
基础。

华天集团率先启动“国企党组织书记联项目”活动
一季度实现营收4.82亿元，同比增长15.22%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张麒)昨天，记者从常德市人社
部门获悉， 该市2019年度创业创新大
赛暨第二届“最强电商” 创业大赛启
动，奖金总额高达70万元。

今年常德创新创业大赛以“服务乡村
振兴、助力精准扶贫”为主题，旨在激发创

业热情， 培养挖掘一批乡村振兴创业领
头雁， 带动当地农民和贫困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助力精准扶贫。 大赛分为高校
组、乡村振兴组、电商组3个组别，将评选
出30强进入总决赛。 比赛时间为5月至9
月，获胜者奖金从1万元至10万元不等。

与往年大赛不同的是， 常德今年

增设了4个特别贡献奖，从参加市级选
拔赛参赛项目中选择创业带动就业、
扶贫成效明显或带动产业发展、 增加
农民收入的项目，各奖励2万元。 优秀
参赛项目有机会获得常德现代农投集
团项目投资，并将获优先推荐参评省、
市典型“双百”资助工程项目等。

常德启动2019年度创业创新大赛
奖金总额达70万元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熊
远帆）针对长沙二套房契税政策界
定范围的一些说法，记者昨天从长
沙市税务局得到确切解读，长沙二
套房契税政策界定范围为全市。

4月18日，长沙市财政局发布
《关于调整长沙市第二套住房交
易环节契税政策的通知》，明确从
4月22日起，长沙市范围内将恢复
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

房，按4%的税率征收契税，但通知
中未明确这次新政“具体执行的
行政区域”。 5月5日，长沙市税务
局第二税务分局在回复市长信箱
一则关于购房契税政策提问时，
称“家庭唯一住房的范围是指在
我市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
五个行政区域内的住房”。

针对这则回复， 有部分公众
号和媒体解读为“长沙二套房契

税政策只对内五区适用”。 为此，
长沙市税务局接受记者咨询时答
复：“我们关注到有媒体对长沙二
套房的界定范围进行解读的情
况。 目前，家庭住房套数由房地产
主管部门判定， 经市税务部门与
市房地产主管部门确认， 二套房
界定范围是全市， 包括市内六区
及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 前述
答复不精准，特此做更正说明。 ”

长沙二套房契税政策界定范围为全市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淮山病
虫害种类较多， 出苗后你就用辛硫磷
乳油喷洒植株表面和地面。 ”5月4日，
宁远县太平镇坪石头村鑫农淮山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欧阳植竹， 正在手
把手教村里贫困户种植淮山。

坪石头村荒山岭特别多，人称“神
仙来了也发愁， 有女不嫁坪石头”。
2008年， 村里能人欧阳植竹承包100
亩荒山种淮山，却血本无归。 欧阳植竹
没有气馁， 第二年从广西农业大学引
进淮山浅生槽定向栽培技术， 高薪聘

请种植专家和技术工人， 收成有了很
大改观。 看着欧阳植竹从土里刨出了
“金砖”，村民也跟风似地种上淮山，但
因缺乏技术，又不成规模，保本都难。

为了让更多乡亲富起来， 欧阳植
竹发起成立宁远县第一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鑫农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采取“基地+农户+合作社” 的经营模
式， 流转贫困户土地， 每亩给予租金
800元。 贫困户没资金，合作社出面协
调贷款；没项目，免费提供项目和技术
支持。

目前， 鑫农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已经吸收200多户农民加入， 其中贫
困户65户， 社员年均收入从1500元
提升到1万多元。 欧阳植竹先后获得
全国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理事
长、 全省“先富带后富” 先进典型人
物等46项荣誉称号， 鑫农淮山种植专
业合作社跻身“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社”。

欧阳植竹说， 未来打算依托金融
产业扶贫项目，兴办产品加工厂，将淮
山加工成淮山片、淮山粉，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 带动更多的困难群众加入合
作社，实现脱贫致富。

种植大户手把手扶持“穷乡邻”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领头羊”陈水林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陈静

“陈总， 今天放羊发现一头羊走路
一瘸一拐的， 怎么回事呢？” 5月5日一
大早， 湘潭县中路铺镇竹冲村陈水林就
接到贫困户陈明根的电话。

陈明根家的羊都是陈水林免费送
的， 是一家人脱贫的指望。 陈水林不敢
耽搁， 放下打扫羊圈的扫帚， 赶往隔壁
的毛塘村。

这些年， 发了“羊” 财的陈水林
致富不忘邻里， 以每户送5头羊的形
式， 帮助贫困乡邻脱贫。 现在他已陆
续送出黑山羊1万余头， 帮助贫困群
众400多户1000多人。

“羊尚懂跪乳之恩， 当初没有9户
乡亲借钱给我买第一批羊， 哪有我陈
水林的今天？” 在车上， 陈水林和记者
聊起了施恩与报恩的互助脱贫故事。

施恩
2006年的春天， 陈水林坐在家

徒四壁的土砖屋里一筹莫展。 没手
艺， 没本钱， 没门路， 一个“穷” 字
几乎压垮了这个身高1米75的汉子。
在电视里偶然看到养黑山羊能赚钱，
陈水林厚着脸皮敲开了左邻右舍的大
门： 借钱养羊。

当时， 乡邻们的积蓄都不多， 跑
了9户人家， 才借到4000元， 买了26
头羊。 从此， 陈水林一头扎进羊的世

界， 每天赶着羊早出晚归， 一门心思
养羊。 没经验， 没技术， 怎么办？
“附近， 羊都是散养的， 看别人的看
不出名堂。” 陈水林琢磨着， 拉通了
村里第一根网线， 买了村里第一台电
脑， 在网上搜索养羊的知识。

陈水林的兜里一直装着一个小记
事本。 小本往前翻， 写着羊的喂养、
生育、 常见病治疗方面的知识； 往后
翻， 则整整齐齐记着那9户乡邻的名字
和借款金额。 这个小本子藏着陈水林
的情感天平， 天平一头挑着一家人的
希望， 一头则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恩情。

报恩
当年， 陈水林养的13头母羊产

了40多头小羊， 公羊长大后卖了个
好价钱。 第二年， 陈水林就把借的钱
全部还上了。 2010年， 陈水林家的
土砖房变成了楼房。 2012年， 羊圈
里的羊达到200头。 2014年， 陈水林
成立了湘潭县白泉养羊专业合作
社。

发了“羊” 财的陈水林， 看到村
里李铁健因车祸右腿截肢， 父母又都
病着， 还有孩子要读书， 他便给李家
送去了4头公羊、 1头母羊。 “我身
体不好， 干不了重活， 但拄着拐杖放
羊还可以。” 李铁健每天坚持放羊3
个小时以上， “跑山羊比圈养的价格
贵一倍。”

谭家山镇的李星云打工炸石头时
炸掉了左手、 失去了左眼， 陈水林也
给他送去了5头羊， 让他自繁自养。
一年后， 李星云家的羊发展到30多
头， 卖了几头后， 如今还存栏27头。
李星云说， 这附近乡镇至少有7户人
家收到过陈水林送的羊。 “陈水林的
扶贫事迹报到省里， 省扶贫办还奖励
了他5万元哩。” 与记者同行的湘潭县
农业农村局计划股股长肖检平说。

当产业扶贫政策的春风吹到中路
铺镇， 陈水林便依托湘潭县白泉养羊
专业合作社， 承担了2017年和2018
年省重点产业扶贫项目。 项目以5年
为期， 政府“以奖代投” 投入财政资
金100万元， 将扶贫资金物化为羊的
形式， 精准帮扶贫困户。

不仅如此， 陈水林还被湘潭市农
业农村局封了“官” ———产业指导
员， 义务给养羊的贫困户提供培训、
疫苗和回购等服务。

来到陈明根家门口， 陈水林朝着
在田里放羊的陈明根吆喝： “老陈
啊， 那羊蹄子应该是被树杈扎了， 你
涂点红霉素在蹄子上， 保准过几天就
没事。”

陈明根的老婆端着热腾腾的茶来
到田埂边， 笑着说： “劳烦大恩人跑
一趟， 喝口茶。” 陈水林摆摆手说：

“我不是什么恩人， 现在是政府出钱，
我送羊， 只是传递党的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