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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

我省将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作为稳增
长、稳就业的关键重点深入推进。据统计，至
今年6月底，全省有中小企业89.2万户，占全
部企业总数的98%以上；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实现增加值10439.48亿元，同比增长7.9%，占
全省GDP的58.7%。

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省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聚焦我省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
困难和问题，从深化“放管服”改革、解决融资
难题、引导企业专精特新发展3个方面，提出
18条措施，为中小企业送上利好。

向改革要红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目前，在湖南开办企业所用平均时间在4
个工作日内。《措施》提出，今年底前全省企业
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内，项目环评审批
时限压缩至法定的一半， 即自受理环境影响
报告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受理环境影响
报告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分别作出审批
决定。

安监、环保等领域避免“一刀切”。金融领
域去杠杆避免对中小企业采取简单粗暴“抽
贷断贷”处置方式。

完善社会化公共服务体系， 对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窗口平台的新增公共服务能力建
设，对业绩突出、服务成效显著的平台，均予
以奖励。

加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 全省
每年培训1000名中小企业家、1万名中小企
业经营管理人员。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继续开展涉企
收费政策落实情况检查， 严肃查处涉企乱收
费行为， 全面实现省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零收费。

推进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截至8月底已清欠41.81亿元。 记者从省工信
厅了解到， 我省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亮
剑”行动，立案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731起，
公布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典型案件6
起，撤销或废止涉行政垄断文件26份。

聚焦重点难点，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我省多措并举出实
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放支小
再贷款、再贴现163.3亿元，同比增长81%；全
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7%， 同比
多增443.2亿元；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
率5.88%，呈下降态势。

此次《措施》力度再加码。在落实中小
企业融资政策方面， 再贴现优先支持民营
企业和票面金额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
票据。 支持正常经营的小微企业融资周转

“无缝衔接”。 提高银税贷款融资额度和期
限。

健全全省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 支持优
质中小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
上市融资， 支持尚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中
小企业到新三板和四板挂牌、融资。鼓励发行
集合债或私募债、双创债等。

早在2017年3月，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
融资担保行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设立
1.6亿元的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撬动
银行机构投放15.4亿元低成本贷款。 为完善
融资担保机制，《措施》明确，要健全覆盖全省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和风险代偿补偿机制，鼓
励建立应急转贷基金、 区域性融资担保风险资
金池。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湖南在全国率
先建立产融合作制造业重点企业名单制度，发
布2批共1870户企业名单。在此基础上，《措施》
要求，对制造业产融合作“白名单”企业实施差
别化信贷支持。同时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鼓励
供应链核心企业、融资担保类企业、专业保理机
构等， 为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应
收账款、商业票据等服务。

着眼长远趋势，引导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 我省已培育480
家省级小巨人企业、10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6家全国“单项冠军”企业、4个“单项冠
军”产品、253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措施》明确提出，在制造强省重点产业和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中， 每年重点培育并认定
300家左右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到
2020年全省培育1000家左右“小巨人”企业。对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次性最高可给
予50万元奖励。

实施“小升高”培育行动计划，积极培育创
业孵化基地、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加快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年推动10万家中小企业

“上云上平台”，培育100家左右“上云上平台”
标杆企业并给予项目资金支持。

对中小企业字号名称、 注册商标和商业秘
密加强保护。 支持中小企业打造一批国内国际
知名品牌。落实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地
理证明商标、中华老字号、省长质量奖等产品的
奖扶政策。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8月份，湖南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高加工度工业、高技
术产业增长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工业升
级发展态势仍在持续。

数据显示，8月份我省规模工业增速比
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延续了6月以来的
放缓趋势。 但从总体看， 产业发展更趋平
衡，行业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主要工业产品
产量稳定增长，逆周期调节效果显现。

从工业门类看，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7.6%，保持稳定增长；采矿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1%，增速比上月加快；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速由负
转正，同比增长5.7%。

从行业看， 全省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
业中增加值实现增长的有34个， 增长面达
87.2%。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发展劲头十足， 三者增加值对全省
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10%。

从产量看， 我省纳入统计的主要工业
产品中，53.2%实现产量增长。其中，新能
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2.6倍，城市轨道车辆
产量同比增长92.4%，增产幅度令人瞩目。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王晗）“根
据相关调查情况和提供的佐证资料， 经认
真审查和研究， 同意你们提出的容错免责
申请， 我委依纪依规对责任人免予处理。”
近日，湖南湘江新区住建环保局3名干部被
告知， 在艾美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违背审批
程序的问题上， 对3名责任人予以容错免
责，免予处理。这是今年湘江新区《激励干
事创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 出台后作出的
首个容错免责决定。

2014年9月， 艾美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作为当时湘江新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各
项前期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但尚未完成概
算批复等前置审批。为促进项目加快推进，
新区住建环保局工作人员根据管委会相关
会议精神， 在招标人出具限期办妥补齐资
料等承诺后，批准该项目实行后置审批、先
行启动招标工作。

去年12月，湘江新区纪工委监察室收

到反映该项目存在未按规定履行决策和违
背审批程序的问题线索，经核实，该项目问
题属实， 应给予3名责任人书面检查处理。
湘江新区纪工委监察室认真研究后认为，
上述责任人的行为符合新区党工委、 管委
会《激励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中明
确的16种具体可容错情形中的2条， 即在
落实上级和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重要决策、
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中，因主动担当、大胆
履职、 大力推进工作出现一定失误或引发
矛盾的； 在服务项目时为提高效率进行容
缺受理、容缺预审而出现一般失误或偏差，
但主观上务实创新，程序上经过集体研究、
公开公示，并具备相关书证的。最终，决定
对3人免予处理。

今年， 湘江新区在出台容错纠错机制
的基础上，探索从“可以容”升级到“大胆
容”， 进一步旗帜鲜明保护干事创业者，为
深化干部担当负责机制改革探路。

湖南出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18条措施送利好
逆周期调节效果显现

8月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孟姣燕）
七彩云南，美在德宏。17日，云南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在长沙
举行。 德宏着重推介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
化、 边境风情， 以及优越的区位和营商环
境，诚邀湖南企业家到德宏投资兴业，欢迎
湖南游客赴德宏旅游度假。

德宏拥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
族、德昂族五个少数民族，一年一度的泼水
节、目瑙纵歌节等隆重而热闹。德宏曾是南
方古丝绸之路的要冲，现在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陆港、中缅经济走廊的门户枢纽，拥
有“一寨两国”等独特的边境风情。德宏气
候宜人， 是中国鸟类资源最丰富集中的地

区之一，千岛相连的凯邦亚湖、热带雨林中
的莫里瀑布、瑞丽大盈江、遍布的温泉等成
为游客的“打卡地”。

德宏文化旅游活动颇具特色。今年“十
一”期间，将举办瑞丽中缅胞波狂欢节、陇
川景颇族目瑙纵歌节、“探秘中国犀鸟谷”
山径极限越野挑战赛、国际摄影展等活动。

据介绍， 湖南人民长期以来与德宏各
族人民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湖南支边
青年把德宏当作第二故乡。今年3月，长沙
至德宏芒市直飞航线开通， 航程仅需2小
时。 湖南国科高精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宏盈
江县人民政府就“万象山水”康养文旅项目
正式签订开发协议，计划投资68亿元。

美丽德宏 万象山水
云南德宏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在长举行

旗帜鲜明保护干事创业者
湘江新区作出首个容错免责决定

长沙发布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理细则
加装电梯每台补贴10万元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肖日凡）近日，长沙市住建局
等部门联合印发《长沙市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办理细则》，以破解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面临的各项难题。 细则不
仅简化了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理流
程，对验收合格的项目，还将一次性给
予每部电梯10万元补贴，申报过程中
也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相关费用。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涉及住建、规
划、质监、消防等10多个部门，规划许
可、施工许可等审批程序多，使部分想
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望而却步。 长沙
市这次出台的细则按照简化、 便民原
则， 对增设电梯实行一窗受理与并联

备案， 并要求各相关部门在5个工作
日内办理完毕。 符合法定条件的增设
电梯，办理土建工程备案手续，不再办
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该市各区已
在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专门窗口， 并公
布办公咨询电话。

为减轻业主负担，长沙市将
对内五区和高新区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项目
进行补贴。 采取市区共同
分担方式，按照实际情况，
对每部电梯一次性给予
10万元补助。同时，在增
设电梯申报过程中， 除收
取依法进行的检验检测

费用， 不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相关费
用。支持各类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广
告投放等社会资本， 探索参与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的方式和途径。 增设电梯
涉及电力、通信、水业、燃气、数字电视
等管线移位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改造
的，相关单位应开辟绿色通道，免费或
收取成本费用，并优先办理。

国歌嘹亮
9月18日晚，演员

在表演《国歌嘹亮》。
当晚， 庆祝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欢乐潇湘”全
省群众文艺汇演在长
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