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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
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日文
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该书日

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版，对于国
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
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真金白银支持
政策“干货”落地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日文版出版发行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龚杰媛）自疫情暴发以
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
委相继发布政策措施，为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实施税收优
惠。记者今日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
已于近日发布首批668家“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第二
批“名单”申报也已启动，符合条件的
企业可在4月3日前申请。

“我们现在可日产口罩逾 60 万
个，预计产能还将增加，每个月可减

免税收约1000万元。”湖南普瑞康医
疗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焰告诉记者，
企业之前急购了一批口罩原料和生
产线，可大部分不能用于抵扣进项税
额。

企业申请获批进入“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后，就能享
受两项税收优惠了。一是企业为扩大
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可一次性计
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二是可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省发改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
处处长何志明介绍，已从前期728家
申报企业中，审核确定了668家企业
列入全省第一批“名单”，并已推送至
省财政、税务部门。

据介绍，可申报进入“名单”的企
业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企业必须为合
法合规经营，且没有严重失信记录；
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属于国家明确
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的
范围，包括医疗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
两大类。

▲ ▲

（下转3版②）

首批668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获税收优惠
省发改委已启动第二批“名单”申报，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4月3日前申请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陈慧 曾得利）促推信
贷投入“增”、存量债务“续”、融资成
本“降”，湖南金融系统开展“暖春行
动”，助力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目前，
全省已为 8348 家企业发放贷款逾
444 亿元，为逾 600 家企业办理展期
续贷50.8亿元。

2 月初，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等6部门联合出台加大信贷投放、降
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等“真金
白银”举措，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

工复产。全省金融系统迅速行动，推
进各项利好政策落实落细。

促进银企精准对接。人民银行
长沙中心支行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商
务厅等部门整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名录清单，精准滴灌金融活水。
通过开展“暖春行动”，金融机构累计
对接企业 10316 家，为 8304 家企业
提供主动服务。

提高民营小微首贷率。引导银
行机构发挥网点优势，改变传统服务
方式，深度挖掘民营小微首贷企业，

提高首贷比率。全省金融机构已支
持 1638 家小微企业首次获得贷款，
走访对接的小微企业首贷比例达
77.8%。

加快专项再贷款精准投放。截
至3月26日，全省对重点名单企业发
放优惠利率贷款51.2亿元，支持企业
137家，加权平均利率2.77%，财政贴
息50%以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大约
为 1.38%，低于国务院关于利率不高
于1.6%的要求。 ▲ ▲

（下转3版①）

湖南金融系统开展“暖春行动”

8348家企业获得贷款逾444亿元
1638家小微企业首次获得贷款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黄利
飞）欧洲20万只、拉美15万只、北美10
万只、印度20万只、中东5万只……3月
28 日，满载爱心口罩的车队从长沙三
一工业园浩荡出发赶赴全球各地。这
是三一集团向印度、德国、意大利、印
尼、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等34个国

家捐赠的100万只口罩，三一集团全球
各产业园、海外大区、办事处将定向收
货，并第一时间将口罩分配、捐赠至相
关国家人民手中。

海外疫情蔓延以来，三一集团已
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海外捐赠。3月
12日，首批5万只医用级防护口罩，火

速发往德国贝德堡；3月23日，三一集
团向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奥地
利、瑞典捐助了40箱、共8万只口罩；3
月26日，第3批10万只口罩“开拔”，再
次奔赴德国。本次捐赠是数量最大、
捐赠国家最多的一次。

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称，全球疫
情形势严峻，曾大力支援国内抗疫的
三一集团海外员工、国际合作伙伴，正
面临口罩等医用物资短缺的困难，而
且全球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三一集团
的援助义不容辞。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杨昶 孙思）守望相助，挚
友同心。3月28日，湖南建工集团通过
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塞内加尔、加纳等
五国捐赠疫情防控物资。

根据湖南省政府部署，湖南建工
集团此次将省委、省政府调拨的1万只
N95口罩连同企业自购的10万只一次
性医用口罩、3 万双一次性医用手套，
一并捐赠给塞内加尔等五国，期盼这

批物资为当地抗击疫情略尽绵薄之
力。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迅在致辞
时表示，湖南建工集团向塞方援助急
需的防疫口罩，是雪中送炭之举，切实
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展
现中国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
国道义。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叶新平介绍，集团项目遍及30多个国

家和地区，承建了塞内加尔摔跤场等
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与所在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捐赠就是为了表达各方携手抗击
疫情的决心。

随着国外抗疫形势愈发严峻，湖
南建工集团将海外各单位作为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点，迅速组建 18 个工
作组，以国家地区为单位有效开展疫
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尽己所
能向一些国家提供帮助，以实际行动
践行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作
为。

湖南日报 3月 29日讯（记者 陈
淦璋）作为湖南最大的法人金融机
构、湖南首家 A 股上市银行，长沙银
行今日晚间披露 2019 年年报。该行

资产总额达到 6019.98 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14.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5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4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ROE）15.61%，整体处于优良水平；
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中信建投研报显示，长沙银行营
业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商行平均水
平，并于 2019 年达到近 4 年来的增速
峰值；2015年以来，长沙银行归母净利
润增速也高出城商行平均水平，盈利
能力显著。 ▲ ▲

（下转3版⑤）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袁汝婷

3 月下旬,气温回升快，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兄弟河水库边的一
处猕猴桃基地,一垄垄的土、一道道的沟,
漫山遍野的猕猴桃进入快速生长期。

这处基地是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的
精准扶贫产业。

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是湖南

第一批脱贫的村庄。作为花垣县委接连
派驻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的三任队长，
龙秀林、石登高和麻辉煌，传递着决战贫
困的接力棒。在他们的参与和见证下，
深山苗寨步步登高，走向小康。

种下猕猴桃

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十八洞村，群

山相接，河流潺潺，让这个苗寨仿若世外
桃源。同时，交通闭塞、耕地稀少，也让
它延续千年贫困。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
里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不久后，
花垣县委派出的扶贫工作队来到村里。

时任花垣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龙秀
林是首任扶贫工作队队长。▲ ▲

（下转2版）

三一集团第四批大规模海外捐赠发货
向34个国家捐赠100万只口罩

长沙银行去年实现净利润逾50亿元
同比增长13.43%

湖南建工集团向五国捐赠疫情防控物资

三任扶贫队长接力

穷县富教育的泸溪样本
新华社记者 席敏 袁汝婷

26岁的戴发，本来可以成为音乐厅
里闪闪发光的演奏家，但他走下舞台，选
择了泸溪县大山里的讲台。

“小时候家乡的教育非常滞后。”戴发
说，他十分渴望走出大山。2018年，从天
津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得到了湖南省歌舞

团二胡演奏演员的工作。但与泸溪县教
体局局长谭子好的一次邂逅，让戴发决定
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中学音乐教师。

“家乡需要我这样的老师。只有教
师队伍壮大了，才能让更多孩子走出大
山，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戴发说。

湖南省按照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
根本大计这一定位，聚焦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这一目标，瞄准增强脱贫致富“造血”机
能这一根本，扎实推进教育脱贫攻坚。
2014年以来，在51个贫困县累计发放各
项资助83.72亿元，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427.25万人次，实现失学辍学劝返率
100%，投入近90亿元建设100所芙蓉学
校（主要面向贫困学生招生的中小学校）。▲ ▲

（下转3版④）

3 月 29日，
娄怀高速公路
溆浦县三江特
大桥处，云雾汇
聚，山水交融，
各种车辆南来
北往穿梭于雪
峰山脉，推动大
湘西地区经济
社会加快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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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刘满）3 月 24 日，《日本经济新
闻》报道称：三一重工市值首次超过小
松，成为世界工程机械市值第二大企
业。4个月之前，三一重工还在追赶日本
小松的路上。市值跃升的三一重工，是

“湖南制造”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加快复
工复产实现逆势上行的生动写照。

省工信厅统计，全省重点调度的738
户制造业企业全部开工，至 3 月 26 日，
738户制造业企业户均到岗人数938人，
平均员工到岗率 97%，平均产线开工率
88%；其中70户纳税过亿元制造业企业
的平均员工到岗率101.2%，平均产线开
工率91.3%。

自1月30日起，省工信厅对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开复工情况行日调度、日分

析，走在全国前列。利用省工业数据云
平台，对企业开复工、员工返岗、订单、流
动资金、经营影响程度等进行深度分
析。梳理产业链领军企业 337 家，建立
领军企业微信群，逐个协调解决企业困
难问题，推动一批优势产业链基本实现
复工复产。

工程机械产业链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率达到较高水平，如三一重工 2 月份挖
掘机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约 50%，山河
智能1-2月产值逆势增长15.4%，铁建重
工陆续赶制和交付一批海外订单……以

“大”带“小”，长沙 200 多家工程机械链
规模工业企业在2月下旬全面复工。

3 月 27 日下午，中车株洲控股公司
旗下株洲中车天力锻业有限公司首批出
口欧洲的车轴启运，将搭乘中欧班列运

往德国。目前，我省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链全面复产，整机企业中车株机复
产率93%以上。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链企业复工率
也较高。湖南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由于复工早赢得海外客户青睐，有望在
今年多生产 80 万台智能硬件设备出口
海外。中车时代电气汽车组件配套建设
项目、三安光电等集成电路项目均已复
工，蓝思科技复工人数达 10 万人，彩虹
特种玻璃春节期间实现连续生产。

园区、企业生产热气腾腾。宁乡高
新区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 13 家规模企
业“全链复工”，形成从正极材料、负极隔
膜到电池制造、电池回收的完整产业链
闭环。

“湖南制造”加快复苏
全省重点调度738户制造业企业全部开工，平均产线开工率88%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左亚军 唐一平）3月26
日，在东安县芦洪市镇，国家能源集团国
华永州电厂建设工地一派繁忙。电厂执
行董事李立峰介绍，当地政府提供高效
优质服务，帮助克服疫情影响，电厂建设
很快步入正轨，目前到岗员工有1600多
人，同比增加 200 多人。今年有信心完
成投资25亿元，并在2021年建成投产。

近年来，永州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紧盯 500 强企业和央企，推动产业招
商。目前，进驻永州的三类 500 强企业
和央企有71家，投资项目136个，投资总

额达1397.63亿元。去年，该市引进三类
500 强企业项目完成进度居全省第一、
引进个数居全省第二。

500强企业和央企纷至沓来，带动永
州农产品精深加工、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等新型产业发展，补齐产业短板，加速孕
育新动能。如今，永州已有9个园区成长
为百亿园区。华为、怡亚通等企业进来后，
推动永州大数据产业强势崛起。温氏股份
入驻，带动一大批生猪标准化示范场拔地
而起，永州规模化养殖水平位居全省第
一。七大主导产业扩大为十大主导产业，
军民融合及新材料、能源电力、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快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在永州华侨城卡乐文旅项目工地，

深圳华侨城文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李坚介绍，项目已落实建设
资金17.8亿元。该项目是永州市文旅产
业转型升级标杆项目，在其带动下，2020
年，永州计划实施重点文旅项目50个以
上，总投资超100亿元，力争创建为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

目前，永州正全力开展产业项目建
设攻坚活动，确保全年引进投资5000万
元以上项目 100 个，三类 500 强企业项
目20个。

紧盯500强企业和央企开展产业招商

永州加速孕育新动能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张晓思

在长沙汽车北站，5G云端智能消
毒机器人1小时可清洗消毒2000平方
米范围，替代了3-5名环卫工人；在长
沙科技新城工业园区，5G无人配送车
发送短信提醒后，工作人员即可下楼扫
码取餐；在湘潭、益阳等地工业园区，5G
热成像体温筛查大数据平台通过人证
合一功能，可快速锁定体温异常目标的
身份信息……疫情防控中，5G的应用
让这些特别场景被推送到人们眼前。

今年是5G发展的关键一年，从日常
生活到经济社会发展，围绕5G的产业变
革正在湖南加速推进。3月29日，省社科
院研究员邓子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5G正式商用，作为中部“智能制
造”高地，湖南应牢牢抓住这一重大战略
机遇，加快5G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新
基建”的共建共享，将5G技术广泛应用
于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
域，大力促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年，不少新潮的消费者就
换上了 5G 手机。在五一商圈、大学城
附近，1 分钟就能下载一集电视剧、更
新完一部大内存游戏。长沙作为全国
首批5G试点城市，目前已实现核心主
城区、湘江新区以及重点高校、产业园
区、重点旅游景点等区域5G网络基本
覆盖。到今年4月底，全市5G基站总数
将达到8100个，预计年内主城区可实
现5G覆盖。

5G网络的特点是高速度、泛在网、
低功耗、低时延，将构建的是一个万物
互联的信息社会。去年，湖南首个 5G
人工智能示范社区在长沙市天鸿·天
府小区启动，AI人脸识别门禁、远程医
疗、智慧路灯等应用将陆续推出，让居
民切实感受到5G带来的便利。湖南省
博物馆打造了全球首个5GXR博物馆，
打破空间与时间限制的全新观展方
式，刷新了参观者对文化体验的认知。

在邓子纲看来，5G技术的发展，不
仅仅是改变消费者的体验和对日常生

活的期待，而且将深刻影响生产过程
和经济发展方式。

去年 6 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通信管理局联合发布《湖南省5G应用
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提出以“三市两山”(长株潭城市
群和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为龙头，以典型垂直
行业应用为重点，着力构建湖南特色
的 5G 应用产业链，打造 5G 应用示范
区、普及先行区、产业集聚区。到 2021
年，建设10个左右5G创新创业基地，
5G相关产业实现收入1000亿元，带动
全省数字经济实现4000亿元。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短期与
中长期5G网络铺设、技术创新、产业发
展等方面的‘线路图’和‘项目库’。”邓
子纲认为，要加快5G技术突破与产业
优化布局。比如，以 5G 技术提升工程
机械、装备制造、化工能源等传统工业
智能化水平，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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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按下湖南发展“加速键”
“湘遇”5G

构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