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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6日讯 （金慧 ）今天，
CHINTERGEO2019中国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装备展览会（以下简称“展览会”）在
长沙开幕；展览会为期3天，集中展示了
无人机、 激光雷达等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全产业链， 吸引了300多家行业龙头企
业、万余名专业观众参展。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需求
的不断增长， 长沙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近
年来发展迅速。历经19年的发展，本届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展览会以
“智展当下、勇拓新途”为主题，展览面积
达22000平方米， 现已成为中国及亚太
地区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交流的重要
平台， 也是目前唯一得到全球展览业协
会———UFI认证的同类型国际展会。

活动现场， 国内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装备领域第一家上市企业———广州市中
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发布最新RTK
产品V96、A15，吸引了众人关注。该产

品是联合极飞和天际航共同开发， 将无
人机、高精度卫星导航终端和三维模型
重建技术结合在一起，帮助用户一站式
完成航测内外作业，重点适用于高精度
地图的采集及众包更新， 在智慧城市、
应急监测、自然资源普查等领域可广泛
应用。

“使用更简单、功能更强大、飞行
更精准，一个会用智能手机的人，30分
钟就能飞起来。” 中海达集团常委、海
达天恒总经理李刚介绍， 随着无人驾
驶的发展，对高精度地图的要求更高，
该产品也将为无人驾驶提供支撑性服
务。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测绘地
理信息技术装备高峰论坛”，以“发挥
行业优势、 促进地信产业发展” 为宗
旨， 搭建地信装备供应商与用户交流
的平台，促进新技术、新装备、新服务
的推广应用。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今年来，长沙税务部门全力推进更大规模减
税降费政策措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让民营企业税费负担明显
减轻。

11月4日，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
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长沙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65.5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91.18亿元,包括民营
企业和个体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纳税人新增减
税55.15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60%，受益最大。

普惠性减税政策，小微企业获益多
众多减税政策中，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

策受益对象大多是民营企业。前三季度，民营企
业享受这项政策新增减税10.27亿元， 占比为
63%，减税效应逐渐显现。

位于天心文化(广告)产业园的伊恩文化是
一家动漫加工、制作企业。由于国家提高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 公司不用再缴纳企业增
值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以及教育费
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费都减半征收。

公司负责人邓勇介绍，截至今年9月，该公

司累计享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红利30097.82
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动漫制作企业， 关键是需
要人才， 几万块钱对于我们小微企业的影响真
的很大， 今年我们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人才培养
以及项目开发上。”

税费降低，让民企加大研发投入
“我们把在税费上节约下来成本都投入到

了产品的智能化研发中， 比如我们正在研发的
智能床垫， 它能够监测人体在睡眠时的各种数
据，为睡眠健康提供参考。这些产品有助我们应
对接下来的市场竞争。”在长沙岳麓区的晚安床
垫集团， 其财务负责人刘建平介绍， 截至9月
底，公司增值税及附加税减少367万元，全年预
计减税500万元； 高新企业所得税及研发加计
扣除，全年预计减少240万元；养老保险费率降
低预计全年减少费用120万元， 整体带来经济
利益860万元左右。

“减税降费后公司轻装上阵，我们加大了产
品研发投入、实验室建设投入，我们将继续以长
沙为大本营重心发展床垫业务， 建立国家级实
验室，加大功能性产品研发投入，邀请国际、国
内著名的脊椎、睡眠等顶级专家合作，目前正在
与美国生命大学、 中科院等相关专家沟通合作

事宜， 聚焦国际力量打造真正适合中国人脊椎
的床垫，计划通过3年时间将长沙床垫工厂打造
成华中区域最大的床垫生产企业。”刘建平说。

落实应退尽退，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为了推动减税降费落到实处，长沙市

委、 市政府前后召开相关部署会议10次， 高位统
筹、多部门联动，切实压实责任，优化营商环境。

长沙税务部门为了落实“应退尽退”推行
了建档立卡。 根据纳税人和缴费人享受不同
类型的减税降费政策，开展科学分类、逐户建
档、动态更新，对享受减税降费优惠的纳税人
的税种、项目、所属期限、减免金额等6项内
容，进行全程记录留痕。截至9月底，实施小微
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涉及退还多缴税款
应退48000多户。

长沙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文延风介绍，
长沙以减税降费措施“简明易行好操作” 为目
标，认真落实首问责任、限时办结、预约办税、延
时服务、导税服务和“最多跑一次”；同时，建立
减税降费疑难问题快速处理绿色通道， 探索开
展电子税务局发票代开邮递业务， 推行无纸化
退税申报。纳税人平均办税时间环比缩短30%，
上报资料减少50%。

长沙：

减税降费让民营经济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胡世天

金秋十月，细雨如绵。10月23日，南部战区
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肖永一
行，代表支队党委及全体官兵，带着援建资金来
到桑植县海军希望小学进行回访， 全校师生看
到最可爱的亲人，心中充满了团圆的喜庆。

“我们就是一家人，部队的精神是我们办校
办学的灵魂，部队官兵都是我们的亲人。”听闻
慰问团的到来，校长陈俊朝小跑相迎，如久别重
逢。

桑植县海军希望小学坐落在湖南西北边陲
空壳树乡， 这里紧邻贺龙元帅故居和红二方面
军长征出发地，距离该支队上千公里。2006年5
月， 该支队根据上级党委安排在此援建希望小
学， 从此学校师生和当地百姓与这支部队结下

不解良缘。在支队官兵的帮助下，一些困难家庭
子女不但有了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 命运也因
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从小我就没有家，是海军叔叔给了我家的
温暖，给了我家人的关爱，给了我成长的一切，
他们从我读一年级开始资助我， 一直对我视如
己出，直到现在从未改变”。电话了解中，现正读
大学的陈瑞玲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 心中的感
激让她几度哽咽。

陈瑞玲刚出生就父母离异， 自幼跟外婆相
依为命，由于家境贫寒，又基本没有父母疼爱，
从小沉默寡言，性格怪僻。自2006年起，该支队
某干部对其进行一对一帮扶资助， 为帮助她走
出命运的泥潭，资助人主动承担了她所有费用，
还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学习、生活、关怀关
爱无一例外，直到现在也从未有过丝毫忽略。

“在我们这里，92%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像陈瑞玲这样的情况还很多， 他们如果没有得
到帮助， 可能高中都很难上， 更别说读大学。”
据该校老师刘金松介绍， 在部队官兵连续多年
的无私援助下，多名受资助学生顺利考上大学，
走出大山，学校教育实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现
已成为当地群众心中的名牌学校。

空壳树乡“海军希望小学”作为全军沿红军
长征路援建的110所希望小学之一， 创办13年
来， 先后得到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
援建资金61万，官兵资助困难学生38人，且多
数受助学生都是直接被援助到大学毕业。这次，
他们又为学校带来了5万元援建资金， 还为14
位困难家庭学生带来了“一对一”助学经费。

“我们这次援建回访，既是一次共建扶贫之
行，也是一次红色洗礼之旅。” 该支队政委余会
涛介绍，桑植人民当年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
如今革命先辈们的家乡需要帮助， 我们部队
有责任也有义务和当地群众同心协力， 帮他
们把学校建好，把教育办强。同时，我们每名
官兵还必须把这里的革命精神， 特别是长征
精神传承好、发扬好，努力为强国强军事业而
不懈奋斗。

空壳树乡桃李香
———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援建桑植县

海军希望小学记事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王君） 眼下正是柑橘的销售旺
季，洞口县山门镇清水村柑橘种植大户
蒋青青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今年市场
行情好，丰产又丰收。”今天，蒋青青告
诉记者，年初，他从农行洞口县支行申
请了30万元的“柑橘贷”，加强柑橘基
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如
今来看， 这条贷款发展的路子算是走
对了。

“种植柑橘要不断投入资金改良品
种，提升管理水平。”蒋青青说，去年，农
业专家建议他提升种植和管理水平，
但30余万元的资金缺口难住了他。今
年初，蒋青青登录“惠农 e贷 ”融资平
台，申请30万元的“柑橘贷”。从申请到
办结，只用了3天时间，还不用担保抵

押。“柑橘贷” 是农行洞口县支行针对
当地柑橘种植户创新推出的特色农业
贷款产品，贷款额最低3万元最高达30
万元。截至10月底，农行洞口县支行已
为洞口县127户柑橘种植户发放贷款
2445万元。

湖南是农业大省， 但农户在生产
经营中经常会遇到贷款难、 抵押难等
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农行湖南省分
行瞄准粮、油、蔬菜、水果、茶叶、水产、
药材等优势特色农产业，通过“惠农e
贷”融资平台，推出“小龙虾贷”“黑茶
贷”“黄桃贷”“芥菜贷”“柑橘贷”“油茶
贷”等30多个特色农业贷款产品。截至
10月底，该行“惠农e贷”余额达75.2亿
元，今年前10月“惠农e贷”新增贷款
39.9亿元。

“惠农e贷”助农惠农

“柑橘贷”“贷”来好收成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展览会长沙开幕

让精准触手可及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刘佳)近日，长沙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该市公
安局开福分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姜伟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长沙县纪委监委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此案是长沙市纪委监委认真落
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交办任务、 深入开展主题
教育专项整治，精准深入“打伞破网”的一个缩
影。

据介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长沙
市纪委监委以督导整改为契机、 以线索清零为
目标，多措并举、持续发力、精准打击，不断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形成战略合围、攥指成
拳的效应。” 长沙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建立了与政法机关线索互移、 协同配合的
工作机制，全市共互移线索339条，实行同步立
案、同步调查。同时，打好监督组合拳，全面扫描
和筛查“打伞破网”重点线索，全市通过监督执纪、
“点穴式”提级交叉巡察和审查调查，共挖出线索
150多条，建立线索台账，实行挂牌销号。截至目
前共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689
件， 处理涉黑涉恶腐败152人、“保护伞”34人，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133人、组织处理166人，移送司
法机关14人。

“我们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作为检验
主题教育成果、专项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不断
提高群众、企业获得感。”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说。近年来，长沙严肃查处了长沙县江背镇
福田村支部书记刘某敲诈勒索“赞助费”案、长
沙县黄花镇村民组长叶某强揽工程等侵害企
业、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
整治， 该市纪委监委针对扫黑除恶案件中暴露
的相关涉案人员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开展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整治； 部署
非法投资、 涉砂涉矿、“提篮子”、“打牌子”等
专项清理， 全市对公职人员参与涉矿等经营
性活动及金融领域情况进行全面清理， 清理
覆盖率达100%。

长沙全面扩大惩腐打“伞”成果

�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翟安 刘彬）昨天上午，长沙市反
电诈中心对外发布预警，今年以来，长沙
市虚拟平台类电信诈骗案件呈高发态
势，在各类诈骗警情中占比近二成，警方
提醒市民注意防范网络平台诈骗陷阱。

“我在一网络平台进行比特币投资，
共投入人民币266万元， 现在平台根本
无法提现。”日前，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接
到雨花区居民彭先生报警。

原来，今年8月，彭先生拉入“比特
币投资群”，群内不断有人游说，投资
比特币。彭先生被超高回报率吸引，于
10月17日在群里自称比特币客户专员
指引下到某网络平台进行开户， 开始
炒比特币，并多次向该平台投资。10月
24日晚， 平台账户显示已赚取100多
万元，彭先生尝试提现，但始终未能成
功。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接警后， 立即开
展资金查处工作， 共止付冻结涉案银行

卡资金240余万元。 由于资金流向错综
复杂，资金权属尚不清晰，目前反电诈中
心仍在对此案进行研判分析。

“此类案件属新型网络犯罪，自今
年4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爆发，受
害人群多，涉案金额巨大。”据长沙市
反电诈中心民警介绍， 该类犯罪具有
职业化、产业化、集团化的特点，犯罪
嫌疑人以某证券或投资公司名义通过
互联网、 电话等方式散布虚假个股内
幕信息及走势， 引诱受害人进入虚假
的交易平台，通过虚假注资、人为操控
市场行情，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以达到
大额获利目的。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提醒， 广大市
民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内幕消息”
“专家大师”“权威发布”， 切勿盲目加
入任何未经核实的投资理财推荐群、
交流群，发现被骗后，应报警求助，不
要心存幻想追加投资， 以免遭受更大
损失。

“虚假平台类”电信诈骗高发
长沙警方提醒：切莫相信“内幕消息”

� � � �湖南日报11月6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江平）11月4日，“航天科工杯”第
六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
2019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在青岛
落幕。我省5个项目进入决赛，其中由常
德申报的“渔联网+智慧渔业”项目获银
奖，另外4个项目获铜奖。

“渔联网+智慧渔业”项目由常德创
业青年夏腾创办的常德启腾水产服务有
限公司与北京农信互联集团联合开发，

该项目是全国第一个水产综合服务平
台。该平台以“互联网+物联网”为技术
核心，以管理、金融、交易和智慧渔业4大
模块为整体框架，线上线下同时运营。截
至目前，该项目已实现线上交易18亿元，
入驻商家150多家，注册用户2000余家。

据悉， 本次大赛共评出金奖项目13
个、银奖项目41个、铜奖项目81个。我省
4个铜奖项目分别来自于长沙、 岳阳、
湘西自治州。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我省5个项目获奖

11月6日，长沙县凉塘路（左
图）与望仙路（右图）人行道上，
一些私家车和电动车肆意侵占
盲道。盲道是为盲人提供行路方
便和安全的道路设施，不仅体现
着城市的温暖，也是丈量城市文
明的“尺度”。在城市不断推进文
明建设过程中，希望盲道离“无
障碍”不再遥远。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别让盲道成为
文明的“盲点”

图片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