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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熊远帆）11 月 23 日，记者在长沙市金星中路

与桐梓坡路交会处的湘腾广场看到，整洁有

序而不失“烟火气”的夜市，代替了过去混乱

的小摊、大排档，成为长沙夜经济一道亮丽

风景。

长沙市从“小”处着手，持续对小作坊、小

摊贩、小餐饮（合称“三小”）进行改造升级，通

过监管规范一批、整治淘汰一批、集聚提升一

批、提质改造一批，守护市民舌尖安全。

长沙市现有获证食品小作坊 235 家，小

餐饮单位（经营面积小于 50 平方米）4.5 万余

家。既要传承餐饮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确

保“三小”食品安全，是困扰监管部门的老

大难问题。为此，长沙市投入 3.42 亿元，建成

9 个豆制品集中生产加工基地，引导吸纳豆

制品小作坊进入平台，实现“集中生产、集中

排污、集中监管、集中检测”；建设 40 家食品

小作坊、90 家茶油小作坊示范单位，为小作

坊规范发展提供样板。

长沙市还把“划定临时设摊区域”写入

地 方 性 法 规 ，在 规 定 地 点 设 置 小 摊 贩 规 范

点，允许临时集中设摊经营，统一管理。将坡

子街、太平街、潮宗街、东瓜山、渔人码头、沁

园等 10 条夜食街区作为第一批食品安全示

范创建街区，并对 7299 家小餐饮实施“透明

厨房”提质工程建设，切实改善小餐饮卫生

状况。

规范提质的同时，持续加强监管。近 3 年

来，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共检查小餐饮 89344

家次，下达责令整改书 7411 份，关停小餐饮

142 家，立案查处 569 起。出台食品安全示范

夜食街区建设标准，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检

查覆盖和快速检测，每半年开展一次食品安

全 集 中 培 训 和 从 业 人 员 健 康 检 查 ，市 场 监

管、城管、环保等部门定期集中巡查、错时执

法，通过严格监管和主动服务，擦亮长沙美

食名片。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周桂发）“搭帮有个好支部，生

活越来越好了，现在‘幸福小区’也要升级成

‘幸福社区’了。”11月19日，涟源市伏口镇易地

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搬迁户龚文笑着说。

“十三五”期间，涟源市完成易地扶贫搬

迁 14502 人。为了让搬迁群众既“搬得出、稳

得住”、又“融得进、能致富”，该市探索推行

“基层党建+后续帮扶”模式，把党的组织建

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上，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按照安置点规模，涟源市采取“独立建、联

合建、挂靠建、下派建”方式，在 1000人以上的

大型集中安置点单独组建党支部，申报成立新

社区，其他集中安置点挂靠所属村（社区）成立

党支部，党员人数不足 3 人的建立党小组。目

前，全市 21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建立了党支部或

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全覆盖。

涟源市积极引导安置点党组织承担起

基层党建与后续帮扶工作，成立党群服务中

心，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引导搬迁群众参与

自主管理。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屋场会、党员

会、群众代表会，收集民情民意，宣传各项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强化精神文化扶贫，成立

红白喜事理事会、志愿服务队等，开展感恩

教育、卫生评比等，培育文明和谐、积极向上

的良好风尚。

为帮助搬迁群众稳定就业，涟源市充分

发挥安置点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对搬迁群众

就业实施跟踪监测，从技能培训、岗位推介

到劳动维权，提供全程服务，近 2000 名搬迁

群众就近进入扶贫车间工作。同时，结合安

置点资源优势，建立产业扶贫基地 12 个、合

作社 65 个；积极拓宽劳务输出，设置公益岗

位、以工代赈岗位等，确保有劳动能力和就

业意愿的搬迁群众实现 100%就业。

株洲市场主体稳步增长
截至今年10月，市场总量33.8万

余户，比去年同期增长9.36%

湖南日报 11月 24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刘再武）记者近日从株洲市获悉，截至今年 10 月，该市市场

主体总量 33.8 万余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9.36%。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吉振君介绍，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经济下行等背景下，株洲市场主体保持稳步增长的态

势，主要使出了“三招”：简政放权，在全省率先实现“证照分离”

全覆盖，重新确定市县两级具有审批权限 124个事项，推动更

大范围和更多行业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优化服务，启用“企

业开办一站通专窗”，实现最快 4小时内办结的“株洲速度”，同

时力推办事“零跑腿”“零成本”；加强监管，出台加强和规范事

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实现信用监管、重点监管与“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有效衔接。全市归集企业信用信息 913万条，实现对

失信企业的监管。先后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对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和重要产品商品等特殊重点领域实行重点监管。

湘潭“牵手”长沙海关
助推开放型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符瑶 张颖）11 月 18 日，湘潭市政府与长沙海关签署合作备

忘录，标志着湘潭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根据合作备忘录，长沙海关、湘潭市政府将共同落实 8项

举措，助推湘潭开放型经济发展。其中包括支持重大技术装备

和优势产业发展，建立“一对一”联系服务制度，指导帮扶重点

园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

帮助企业用足用好国家优惠政策；加强海关税政调研，提出促

进湘潭市重点产业发展的调整建议；进一步支持发展国际贸

易新型业态，推进湘潭临港经济建设，支持中国（湘潭）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营造更具竞争力的通关环境等。

据了解，今年 1 至 10 月，湘潭市进出口总额达 265.3 亿

元 ，同比增长 34.3%。其中进口额为 112.7 亿元 ，同比增长

54.47%，出口额为 152.7 亿元，同比增长 22.5%。目前，湘潭市

已连续 6 年入选“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怀化为企业创新升级
提供“税力量”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蒋秀德 梁耀元）“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新政策是‘及时雨’，缓解了公司资金

压力，为我们创新升级注入了新动能。”11 月

24 日，湖南奇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龚军介绍，公司日前完成三季度企业所

得税预缴申报，在税务人员精心辅导下，享受

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怀化市税务局所得税科工作人员胡兰介

绍，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新政，企业在当年

10 月份预缴申报第三季度或 9 月份企业所得

税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提前享受前 3季度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此前，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优惠要在跨年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

湖南奇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

专门从事生产、加工、研发、销售新型电子组

件的科技企业，企业创新升级需要大量研发

资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出台后，税务

人员第一时间上门辅导，让企业及时准确享

受到 200 余万元税收减免。

今年来，怀化市税务部门深入开展“我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积极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确

保纳税人应享尽享、直达快享。为及时抓好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落实，通过调查摸底

和运用大数据分析，对 600 余户重点企业采

取“一对一”精准帮扶辅导，举办专项培训 17

场，让企业第一时间掌握、运用新政策，为企

业创新升级提供“税力量”。

据统计，怀化市已有 524 户企业申报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共享受加计扣除 6.2 亿元。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杨坚）又是一年橙黄时，新

宁县的脐橙熟了。11 月 20 日，新宁县 50 万

亩脐橙开园采摘。

当天，在新宁县金石镇月汉村万亩脐

橙示范园，芦笙齐鸣、锣鼓喧天，村民载歌

载舞，庆祝脐橙大丰收。随着“开园”指令下

达，50 多名橙农挑着箩筐上山采摘脐橙。

月汉村 20 组村民文则伟是采摘队伍中

的一员。“我们的脐橙都是绿色种植，今年

30 多亩都挂果了，大概能收 10 万斤，卖 20

多 万 元 。”文 则 伟 的 脸 上 洋 溢 着 丰 收 的 喜

悦。37 岁的文则伟是一名“橙二代”，子承父

业，通过种脐橙，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住脐

橙房”“开脐橙车”……

果香也“吸引”了邵阳、娄底、永州、长

沙等数百名市内外游客前来。永州的许女

士带着父母到月汉村脐橙园采摘、品尝，并

购买了 50 多公斤脐橙，准备带回家给亲朋

好友分享。

脐橙是新宁县的主导农业产业。为提

升脐橙产量和品质，近年来，新宁县全面推

广脐橙标准化生产，采取病虫害全程绿色

防控、有机肥替代化肥等生态培育技术。今

年全县 50 万亩脐橙年产量预计达 70 万吨、

年产值达 50 亿元。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文）长沙市芙蓉区近日出台 9 条硬核措

施，将以补贴、奖励等形式，从特色楼宇建

设 、企 业 入 驻 、企 业 培 育 及 文 化 推 介 等 方

面，对位于袁家岭中央文化区、浏阳河文旅

产业带的有关企业和个人予以支持。

措施明确，新入驻总部企业购买办公

用房 200 平方米（含）以上的，按自用面积最

高每平方米 1200 元标准给予补贴；租赁办

公用房 200 平方米（含）以上的，按自用面积

最高每平方米每年 300 元标准给予补贴。新

入驻成长型企业购买办公用房 200 平方米

（含）以上的，按自用面积最高每平方米 400

元标准给予补贴；租赁办公用房 200 平方米

（含）以上的，按自用面积最高每平方米每

年 100 元标准给予补贴。

措施提出，年度内新增的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认定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

企业通过合法拥有的著作权（版权）、专利、

商标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给予 30%信贷贴

息，单笔最高给予 30 万元补贴。经认定的国

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基地，认定当年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80 万元、50 万元、20 万

元 。获 评 国 家 级、省 级、市 级“五 个 一 工 程

奖”的原创文化作品，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原创文化作品获

得国家级、省级权威奖项的企业或个人，分

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

措施还明确，当年新确定为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对当

年主办或承办国家级、省级、市级会展等大

型公共活动的文化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

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经国家文旅

部、省文旅厅认定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5 万元。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

持续对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进行改造升级、监管规范

推行“基层党建+后续帮扶”涟源

又是一年橙黄时，脐橙熟了等人摘

新宁50万亩脐橙开园采摘

芙蓉区出台硬核举措促文化产业发展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邢骁 通讯员 陈思甜）11 月 18 日，隶属世界

五百强企业中国建材集团的中国国检测试

控股集团，和湖南省碧桂园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检集团将在岳

麓高新区湘江智谷·人工智能科技城斥资

2.25 亿元，设立华中区域总部。

该项目建成后，将集区域智慧运营、创

新实验、智检技术及智能检测设备研发为

一体，全面提升华中地区管理信息化、检测

方式智能化、检测数据云端化、数据应用价

值化水平，预计 3 年内年均产值超 2 亿元。

国检集团华中总部落户岳麓高新区

冬日画卷
11月 24日，湖南烈士公园，色彩缤纷的树叶与年嘉湖碧水构成一幅美丽的冬日画卷。 湖南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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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实现党组织全覆盖

“小”处着手擦亮美食名片长沙

全力保护湘江源头生态安全

永州严厉打击
破坏生态环境犯罪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 (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晓勇)记者近日从永州市

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严厉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犯罪，全力保护湘江源头生态安全。仅

9 月以来，全市共侦破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

6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6 人，查处生态环境

类行政案件 5 起，行政拘留 6 人。

该市公安机关聚焦非法采矿案件，严厉打

击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行为；聚焦非法占用

农用地案件，严厉打击毁林开矿建厂等非法占

用农用地行为。新田县森林公安局陆续接到县

自然资源局移送的 8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

经立案调查，8 起案件皆因未依法取得征占用

林地手续，长期占用林地进行采石取料作业，

造成林地原有植被全部损毁，林业种植条件遭

到严重破坏。目前，新田县森林公安局已立案

7起，破获 5起，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5人。

聚焦污染环境案件，依法严打非法排放、

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犯罪。蓝山县楠市镇希政

村村民龙某军、雷某雄等 6 人，在未取得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先后将 800 余吨“铝

灰渣”从广东运送至蓝山县楠市镇希政村页

岩砖厂处置，非法获利 16 万余元，涉嫌污染

环境犯罪。目前，犯罪嫌疑人均被抓捕归案。

传播农业科技 推广新品种
指导产品深加工

省科技服务团
助力安仁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 11月 24日讯（全媒体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唐志卓 周泓）11 月 23 日，安仁县渡口乡石冲村在省科技专

家服务团指导下，在丹霞山种上成片的彩色油菜。明年 3 月，

丹霞山将在五彩油菜点缀下，吸引更多游客。

安仁今年瞄准农业强县目标，大力发展中药材、优质稻、

食用菌、烤烟、茶叶等传统农业。去年底，该县争取省科技专

家服务团进驻当地，助推农业产业发展。省科技专家服务团

将讲台搬到田间地头，传播农业科技，并甄选 30 多种技术含

量高的农业新品种，手把手在田间推广。专家团围绕乡村振

兴，以金紫仙镇和渡口乡为突破口，从产业发展、土地流转、

新型合作社组织形式等方面，规划村、乡经济发展模式和内

容。今年已组建 7 家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合作社，

带动 460 多户合作社成员发展新型种养业、乡村休闲旅游业

等，户均年增收可达 6000元以上。

专家团还请来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把脉安仁豪峰茶、

生平米业等传统产业，分别制定以米糠、茶粕、菜粕为原料进

行深加工的产品开发计划，协助企业成功申报粮油深加工工

程技术中心。借助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人才资源，组

织各领域的科技特派员 83名，参与安仁本地野生中草药材驯

化、烤烟规模化种植、生猪养殖和其他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培

养 100名以上当地土专家，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