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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10008本报6月16日讯“为英雄而

歌，献礼十九大。”今日上午，长
沙县开慧镇举行学习缪伯英英
雄事迹活动启动仪式，继承英雄
遗志，激励后人。

启动仪式上，《青春·缪伯
英》一书作者王杏芬讲述了缪伯

英同志的英雄事迹。缪伯英作为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先后
参与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
救援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
工人运动，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
盟会，领导湖南省妇女运动等。

■记者 丁鹏志

本报6月16日讯 今天，长
沙市人民检察院驻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检察联络室成立。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祝珍明介绍，派驻检察联络室
的工作目标是落实两法衔接工
作长效机制建设，督促依法正确
履行食品药品监管职责。主要承
担监督移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查处的涉嫌犯罪案件，对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移送公安机关的涉
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提前
介入可能涉嫌犯罪的重大食品
药品监管案件，监督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依法履职，依法对食品药
品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
起公益诉讼等九项职责。

■记者王智芳
通讯员 黄晓佳 陈潇

实习生 高冰捷 尹霜 娄娜

本报6月16日讯 今天，我
省第三届中小企业服务对接
会暨“融合·互联助力制造强
省” 湖南峰会在长沙举行。以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300家国内外知名服务机构
与省内800余家中小微企业
和创新创业者现场对接。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在
致辞中表示，举办本次对接会
的目的就是为全省广大中小
企业与优秀服务机构、创业基
地、科研院所、相关职能部门
之间搭建交流对接平台，通过
服务对接，期待广大中小企业
和服务机构进一步加强合作，

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创业基
地等双创平台积极作为，为企
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融合·互联助力制造强
省”高峰论坛是本届会议的重
头戏之一，一批“行业大咖”现
身引人注目。猪八戒网集团总
裁王楠，微软（中国）湖南省、
湖北省总经理尹伯文，赛伯乐
合伙人绿科投资集团董事合
伙人蔡斌，长沙智能制造研究
总院院长邓子畏等围绕互联
网+、创新、智能制造等开展
主题演讲。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瞿魏娟 顾舒然

本报6月16日讯 备受关
注的专业性博览会———哈萨克
斯坦2017阿斯塔纳世博会于6
月10日至9月10日在哈萨克斯
坦首都阿斯塔纳举办， 这也是
首次由中亚国家举办的世博
会。

记者了解到，此届世博会
以“未来的能源”为主题，中国
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中国馆也
是参展面积最大的国家馆之
一，湖南是10个重点参与省份
之一， 并将于7月18日至20日
在世博会中国馆举办湖南活
动周。届时，湘茶、湘瓷、湘绣、
湘酒、 湘艺等一大批湖南元
素，以及张家界、崀山、洞庭湖
等湖南特色风光都会亮相，此
外，还将举办湖南新能源暨先
进产业推介洽谈会、 产业推

广、展陈展示等活动，以及湖
南（长沙）———阿拉木图项目
对接洽谈会， 并赴俄罗斯、白
俄罗斯、波兰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举办系列经贸对接洽
谈会，开展精准对接。

作为参博主题企业，中联
重科参与了阿斯塔纳世博会
主场馆建设，此外，三一、山河
智能、华自科技、湖南湘江新
区发展集团等八十多家企业
也将亮相世博， 涉及能源、先
进制造、矿产、农业等产业。现
场还有多个项目签约，如三一
重工将在当地投资5亿美元发
展风能发电项目，威胜电子将
和哈萨克斯坦方面合资生产
智能电表， 年产值可达200万
美元。

■记者 杨田风

同升商圈消费
文化节开幕

本报6月16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沙市雨花区第四届同升
商圈消费文化节开启。 这次活
动汇聚了生态宜居、汽车消费、
酒店住宿、购物美食、全域旅游
等各个业态的展示， 致力于将
黄谷路汽车6S街区打造成为长
沙南部最受欢迎的汽车文化一
条街。

活动由过去的车企和房企
唱独角戏扩充为餐饮、酒店、家
居卖场、汽车服务、工业旅游等
企业加入的“大合唱”，期间无
论是LOGO征集、 同升特产评
选，还是绿色直通车、汽车小宝
贝选拔、亲子科技之旅、团购嘉
年华等活动， 均彰显同升商圈
的文化魅力。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欧阳诗怡

6月16日，提质改造后的长沙南郊公园更美了。目前，该公园提质改造一期
工程基本完成，对主游道、登山步道和秀峰大草坪等项目提质改造，道路两厢也
进行了绿化、美化，增加了路灯照明，新建了风雨亭廊。 记者 李健 摄影报道

本报6月16日讯 省政府办
公厅日前印发《2017年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将
通过降低税费负担、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降低融资成本、降低
企业人工成本、降低用能用地成
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企业资
金周转效率和鼓励引导企业内
部挖潜八个方面，进一步降低企
业成本、振兴实体经济，以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 增强企业获得
感。

实施方案显示，部分措施已
在4月1日起开始执行，而取消地
籍档案资料信息咨询费、宗地图
件绘制费等须在7月1日起执行。

降低费用：商标注册收费标
准降低50%

降低企业成本， 以降低税费
负担为首要措施。在《2017年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中，
第一条措施便是减轻企业税费。

早在该实施方案下发以前，
即自今年4月1日起， 湖南就取
消或停征了41项中央设立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并将商标注册收
费标准降低50%。

另外， 也是在同一时间，湖
南取消了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之前年
度欠缴或预缴的上述政府性基
金，相关执收单位应当足额征收
或及时清算，并按照财政部门规
定的渠道全额上缴国库或多退
少补。

除此之外，再过半个月，即7
月1日起， 水利部门征收的水资
源费按国家最低标准执行、水土
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降低30%，
经信部门征收的无线电频率占
用费收费标准降低20%。

而且，实施方案还提出，9月
30日前，要健全完善省、市、县三
级收费目录清单，抓好减费惠企
政策落实，加大对涉企乱收费行

为的查处曝光力度。可谓是“政
策落实有监管”。

完善服务：加快实施“互联
网+政务”等

“如今创办个企业， 从前期
的申请， 到后期的完成登记、拿
到营业执照，速度真是比以前快
多了。” 一位刚从某大型机械企
业离职自己出来“单干”的创业
者如是感慨。

以后，速度或许会更快。
在互联网时代，省政府亦要

求加快实施“互联网+政务服
务”， 更新完善网上政务服务和
电子监察系统，全面应用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印发的实
施方案还指出，要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推进关联、相近类别
审批事项“全链条”取消或下放。
探索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多评
合一”、“联合验收”等新模式。

另外，我省将全面清理各种
行业准入证、生产许可证和职业
资格证， 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加快推进企业全程电子化登
记注册和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
和应用，探索推进“多证合一”改
革。

而对于进出口业务较多的
企业， 往后无论是在“出关”或
“入关”上，速度都会更快。

实施方案规定， 在12月31
日以前，以省商务厅、长沙海关、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为主
要责任单位，须完成全面实施单
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推行“一
步申报、分步处置”和“自主申
报、自行缴税”改革，建立便利跨
境电子商务的服务体系，年内压
缩三分之一的货物通关时间，大
力推动“万商入湘”。推进口岸管
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 监管互
认、执法互助，对信用记录良好
的企业降低出口商品查验率。
■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戢伟豪

我省实施“八大新政”为实体经济减负
部分降费措施4月1日起已实施 将加快实施“互联网+政务”等

阿斯塔纳世博会将迎湖南周
湖南元素、特色风光及80多家企业将纷纷亮相

南郊公园更美了

我省举办第三届中小企业服务对接会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成立驻市食药监局联络室

开慧镇倡议“学习缪伯英英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