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吴章松） 湖南省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坚持重组整合与改革发展两手抓， 取得
显著成效。 记者近日从该集团获悉，上半年
营业收入24.5亿元，同比增长14.66%；实现
利润总额7021万元，同比增长162.73%。

湘科集团由湖南兵器集团与新天地
集团整合重组而成，是我省不断调整与优

化国有资本布局，推进省属企业战略重组
的改革成果。 今年2月成立以来， 一手抓
重组整合，一手抓改革发展，发挥两个企
业的产业协同作用，着力整合我省兵器工

业、军民融合产品制造、民爆产品及相关
工程、安防资源等产业，优化产业布局。

兵器板块通过不断创新， 提升产品附
加值，生产经营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上半年

完成营业收
入6.99亿元，
同 比 增 长
48.19% ； 实
现利润总额

2311.57万元，同比增长302.33%。
南岭民爆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

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较大幅度增长。

新天地保安市场份额不断扩大，1至
6月实现营业收入3.2亿元， 同比增长
16.4%，实现利润总额5436万元，同比增
长53.6%。 旗下悍豹公司、衡阳保安、岳阳
保安、常德保安4户企业利润总额均超千
万， 湘西保安、 常德保安利润同比增长
60%以上；省外并购实现零的突破，完成
了对中金鹰（海南）押运公司业务合并，占
据了海南武装守押市场份额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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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曹娴 实
习生 莫凡）《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将于8月
1日起实施，全省范围的公共资源交易在
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进行，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实行全省统一目录管
理，交易全程阳光操作。

省发改委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负责人

介绍，针对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和监督
职责不清等问题，我省出台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走在了全国地方性立法前列。

目前， 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已构筑1个省
级平台+14个市级平台的交易体系。《管理办
法》明确，省发改委牵头统筹推进我省公共
资源交易改革， 县级以上政府发展改革、财
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

利、医疗保障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对
本行业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实行全省统一目录
管理。 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医药采购、产
权交易、国土出让原有5大类交易目录基础
上，拟新增资源、环境权、特许经营权、农村
集体产权以及其他等5大类交易目录。

为确保交易全程阳光操作，《管理办法》

提出，建立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
务系统和电子监管系统，实现交易全流程电
子化。 公共资源交易实行信息公开公示制
度。建立社会评价机制，社会公众、第三方机
构可对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建立公共资源交
易项目发起方、响应方、中介机构、专家以及
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数据库， 实行守信激
励，失信惩戒。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曹娴 实
习生 莫凡） 我省持续推进公共资源交易
体制改革，成果丰硕。 记者今天从省发改
委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获悉，近3年以来，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累计成交195.4万宗，
交易金额达2.56余万亿元； 节约资金
687.98亿元，实现增收金额430.79亿元。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
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
案》，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推进

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列为我省需重点
突破的10项重要改革任务之一。 目前取
得了理顺管理机制、完善制度体系、建立
统一平台、落实进场交易、实施“联合惩
戒”等一系列改革成果。

有序整合交易资源， 我省将14个市
州原有的122个县级交易平台全部撤销，
相关交易活动全部进入市级交易平台，构
筑了“1个省级平台+14个市级平台”的交
易体系。

建设服务平台、 交易平台和监管平台
信息系统，形成全省统一的“一网三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体系。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平台上线运行后，横向贯通工程建设、政
府采购、医药采购、产权交易、国土出让等
行业； 纵向上连国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下连市州服
务平台，并延伸联通“信用湖南”，交易信息
实现“一网汇聚、统一共享”。

整合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县分散设立

的专家库， 建立全省统一的综合评标专家
库。目前入库专家达1.7万余名，涵盖32个一
级专业和314个二级专业1796个三级专业。
完成省级远程异地全流程电子评标， 全省
远程异地评标覆盖率达到93.3%。

依托交易大数据进行智能管控，在招
投标项目中及时发现投标人涉嫌围标串
标的行为，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处理违规专
家88人、违规企业57家。 实行“黑名单”制
度，产生“一处失信、处处受约”的效果。

湖南“单一窗口”
金融服务功能上线

外贸企业足不出户享受高效金融服务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唐璐 钟红飞）今天上午，中国

（长沙）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以下简称“单一窗口”）金
融服务板块暨中国建设银行“跨境e+”系统上线仪式在
长沙举行，湖南欧创家居用品服务公司通过“单一窗口”
成功实现与建设银行金融服务签约绑定，这标志着“互
联网+外贸+金融”深度融合成为现实，“单一窗口”特色
服务功能更完善。

“单一窗口”金融服务板块是为湖南省企业量身打
造的地方特色应用功能，通过统一用户体系，实现申报、
缴税、外汇汇款、外汇汇入、汇率业务、单证结算等“一站
式”在线政务、金融服务。 具体来说，进出口企业通过“单
一窗口”向绑定银行申请跨境汇款时，“单一窗口”将自
动关联企业的报关数据，并且通过电子传输方式发送至
绑定银行，企业无需再提交纸质单据，真正实现“让数据
多跑路，客户少跑路”。

“‘单一窗口’金融服务板块的上线与长沙市优化营
商环境紧密契合，是长沙市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手
段，是落实普惠金融的重要抓手。 ”长沙市物流与口岸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做好“单一窗口”金
融服务应用推广，推动实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与金融
服务的深度协作和标准化，让进出口企业能切实感受到
全流程的金融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构建口岸智慧金融
服务生态圈。

辣椒保险
化解农户后顾之忧

中国人寿财险为汝城县
6145名农户承保辣椒保险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汪婷婷 曹娅娅）“幸好买了辣椒
扶贫保险，不然辛苦投入都白费了。 ”汝
城县暖水镇辣椒种植户何铁生近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今年他家租地种植
了14亩艳红辣椒，因雨水天气导致受灾，
但他并不沮丧， 辣椒保险赔付化解了其
后顾之忧。

艳红辣椒是汝城特色农作物之一，
色泽鲜艳，营养丰富，全县14个乡镇种植
了1.6余万亩， 已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产
业。 但受气候、土壤等外在因素影响，辣
椒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辣椒保险， 为辣椒种植户提供了风
险保障。 2018年4月，中国人寿财险汝城
支公司为全县14个乡镇共计6145名农
户， 承保艳红辣椒扶贫保险， 总保额
493.57万元。 因强降雨引发辣椒炭疽病，
去年8月该公司为全县644名农户支付
32.28万元理赔款， 何铁生是其中的保险
受益者。

该公司总经理李振飞介绍， 艳红辣
椒扶贫保险每亩保费24元， 按照费率
4.8%计算，每亩保额可达500元。 保费由
县财政100%补贴，农户不用出钱。

“虽然今年辣椒收成不够理想，但保
险赔付款预计能填补收入缺口。 ”何铁生
说，购买辣椒保险，增收致富有了更多信
心。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姿 ）2019首届清湘产业创新
峰会26日在三一工业园举行。 清湘产业
创新峰会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主要方向， 主要目
标是承接清华校友在“创新、 创意及创
业”大赛中的优秀项目落地湖南；将充分
发动产、学、研、政各界力量，推动清华项
目、 技术和人才资源与湖南支柱产业及

优势产业无缝对接， 为湖南产业创新发
展贡献“清华力量”。

在峰会现场， 南京启智浦交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与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清控机器人（洛阳）有限公司与湖南中南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哈尔滨行健智能机
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福事特液压机
械有限公司、 湖南伍玖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与湖南草字头生态环境建设有限

公司、 北京希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湖南
博雅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霍里
思特科技有限公司与锡矿山闪星锑业有
限责任公司共6组项目签订了意向合作
协议。

作为此次峰会的承办方， 三一云谷
在会上发布了国际峰会资源平台、 众创
孵化平台、共享智造加速平台、基金创投
平台、大数据应用平台、共享实验检测平
台六大产业共享平台。 三一云谷表示将
为成长企业赋能， 入驻三一云谷的企业
将优先享受三一集团的资源、 平台和资
金支持。

通讯员 张正吾 任妮 项荣

“感谢温总，让我有了一份好工作。 ”7月22日，桃江
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村民谢小群高兴地说， 她在家里加
工半成品生物蚊香，一年收入7万多元。

谢小群家里生活困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她想外出
打工，但父母年老体弱，需要自己照顾。 2017年，湖南清
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温清泉得知情况， 主动上门
帮扶，让她在家里搞生物蚊香半成品加工。 如今，她家大
变样，建了新房，添置了床铺、衣柜等家具。像谢小群一样
得到温清泉照顾、在家里搞加工的贫困村民，在龙塘湾村
有20多户。

温清泉今年52岁， 是桃江县大栗港镇兴坪村人，以
前在广州务工。 2015年，有人邀他回来一起创业，他有些
犹豫，那个伙伴对他说：“你在外面只是一个人赚钱，回来
可带着乡亲们一起赚钱。 ”这句话打动了他，于是他带着
自己赚的100多万元回来创业。 2016年2月，他联合当地3
位能人在鸬鹚渡镇租赁17亩地，组建了湖南清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生物蚊香，投资小见效快。这个项
目得到县里有关部门支持。 桃江县人社局将其列为县里
就业创业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并推荐温清泉参加县里举
办的培训，还牵线搭桥，促成公司与湖南农业大学合作，
共同研发新产品。产品用竹屑、木屑、秸秆等破碎成粉，加
入艾叶等中草药制成，生态环保，上市后很受欢迎。

为感谢政府帮助，温清泉及其公司主动设立“扶贫车
间”，安排了当地200多名村民就业，其中特困村民30多
人。对残疾、患病村民，温清泉也尽量予以照顾，安排他们
做包装、晒香、打捆等轻松一些的事。 兴坪村村民温伟如
的大儿子患白血病花掉10多万元，温伟如自己也患有慢
性病，家里债台高筑。 2016年11月，温清泉安排温伟如到
公司看机器，并为他妻子安排了适当工作。 现在，温伟如
夫妻俩每月收入8000多元。

去年，温清泉的公司被定为省就业扶贫基地，并获省
创新创业二等奖。 今年上半年， 公司生产销售生物蚊香
12万箱，收入2400多万元。最近，温清泉又投资200万元，
研发养生保健蚊香，为乡亲脱贫致富搭建更大平台。

2019年“创客中国”
湖南省中小微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曹娴 实习生 莫凡 ）
2019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今
天在长沙举行决赛。 湖南中晟全肽生化有限公司脱颖而
出，荣获决赛一等奖。

大赛于2月启动，由省工信厅、省财政厅主办，全省
14个市州近1800家企业参赛。决赛入围项目分为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业态创新四大类。

湖南中晟全肽生化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利用多肽
信息压缩技术构建和生产大型多肽库的企业，公司自主
研发的多肽信息压缩技术已申请中国、美国等6国专利，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据介绍，大赛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工信部门组织龙
头企业、投融资机构、银行、服务机构观摩，提供融资、授
信、服务对接，将赛事转化成推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的强劲动力。 目前， 此次大赛共形成服务对接成果287
个，其中达成融资意向6.19亿元，授信3.5亿元，其他对接
成果252个。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8月1日起实施

公共资源交易进入统一规范的平台，实行全省统一目录管理，交易全程阳光操作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近3年成交195.4万宗
交易金额2.56余万亿元， 节约资金687.98亿元

带着乡亲们赚钱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重组整合与改革发展两手抓
湘科集团利润同比增长162.73%�

“清华力量”助力湖南智造
2019首届清湘产业创新峰会6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电商”助力
黄桃俏销
7月30日，桂东县沤江

镇青竹村， 村民陈绪荣在
网上直播卖桃， 当天销售
黄桃100多公斤。 近年，桂
东县开展黄桃产业“电商”
扶贫培训， 培训了一大批

“电商达人”。 今年，桂东县
种植黄桃1.5万亩，目前已
进入盛产销售期， 农户通
过“电商”外销、客商订货
等渠道每天销售黄桃3万
公斤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郭兰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