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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6日讯 今天，长
沙市天心区率先在全市发布了
振兴工业实体经济实施意见，
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帮助企业开拓市
场、加大人才培育力度、优化实
体经济发展环境等5个方面，提
出了21条实实在在的干货。

多措施助力企业发展

在公布的实施方案中，记
者注意到， 关于降低企业营运
成本这一块， 令不少企业负责
人为之振奋，特别是“每年最高
40万元的电费补贴”、“不再补
缴土地价款差额”、“建立转贷
周转应急资金”等，从用电、用
地、用工、信息、融资等成本上

来降低标准，来激活实体经济。
“对我们而言，降低用地成

本，就是最大的助力了。”湖南
顶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谭兴
龙说， 他经营的企业有七成以
上与军工挂钩， 对于降低土地
使用成本和军民融合的相关新
政策， 将有利于该公司扩充厂
地，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利润。和
谭兴龙一样， 湖南红太阳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则认
为，仅用电那一项的补贴，就可
以让他们多生产出200多兆瓦
的产品，售价能达到5亿以上。

天心区还设立了企业发
展、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示范、
企业上市、招商引资、军民融合
等10多项奖励， 让企业享受真
金白银的支持。

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

天心区发布的人才新政，
亮点是投入百亿资金， 惠及百
万人才，提出百项政策点。未来
五年， 天心区将吸引储备15万
名青年人才在天心区就业创
业， 同时开辟高校毕业生落户
绿色通道， 对新落户并在区内
工作的博士后、博士、硕士、本
科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按照市
级政策给予补贴； 鼓励大学生
创办电子商务企业， 给予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

据介绍， 今年天心区将争取
引进200家以上创新型企业，打造
双创楼宇，重点引进广告、文化创
意、电子商务、软件信息等一批产
业。 ■记者杨昱通讯员周密

国科微7月12日登陆深交
所， 成为该所第2000家上市公
司。然而，就在上市两天后，7月
14日，国科微发布业绩预告，公
司预计2017年1-6月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500万
至3000万元。

上市之初， 就出现大幅亏
损，难免不让投资者大跌眼镜。
有业内人士预测， 未来一周公
司股价或将结束“一字”涨停。

巨额管理费直接导致亏损

对于上市后即出现如此
幅度的预亏，公司称，预计非
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额约433
万元， 去年同期为55万元。不
过， 记者查看一季报发现，公
司之所以出现亏损，其很大原
因在于管理费用，其每年的研
发投入成为了公司营收成本
的大头。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芯片
生产企业， 公司每年的研发投
入也是非常巨大。 巨额的投入
也给企业的业绩带来巨大的负
担，但对集成电路产业而言，高

研发投入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与研发能力提升的核心所在，
亦是考验一家集成电路企业未
来营收能力的重要标准。

据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
2014-2016年， 国科微电子的
研发投入分别为5110.26万元、
8816.94万元、10646.30万元。与
之匹配的是，国科微电子营收能
力的持续增长。2014-2016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81亿元、
3.67亿元、4.89亿元。

另据2017年一季报显示，
公司管理费用高达4021.64万，
而当季度的总营收仅为3264.82
万元。此外，销售费用也非常高，
一季度高达995.86万。

除了研发投入高以外，公
司控股或者参股的多家公司在
最近公布的业绩报表中显示，
同样是亏损幅度较大。 公司参
股或者控股6家公司， 其中4家
并入了财务报表，均出现亏损。

“大基金”是家什么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 国科微第
二大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市场

简称为“大基金”， 其持股为
1764.7万股， 占比15.79%。据
悉，“大基金”是在2015年6月份
入股。 根据当时的协议，“大基
金”向国科微电子注资4亿元人
民币。

据多家大基金所投企业相
关工作人员透露，“大基金”对
所投资企业的审查非常严格，
且在投资过程中，不做大股东，
不参与企业经营， 更好地便于
企业根据市场导向， 在研发与
市场投入自主决策。

据了解， 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印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推进纲要》，在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等指导下，2014年
9月大基金正式成立。基金通过
采取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重
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
推动企业提升产能水平和实行
兼并重组、规范企业治理，形成
良性自我发展能力， 帮助企业
做大做强。

目前， 基金投资极大地撬
动了境内外资金投资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的积极性， 直接带动
新增社会投融资超过2500亿
元。 ■记者 黄文成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今天
从省国税局了解到，为支持全省
防汛抗灾及灾后重建，省国税局
提出了政策止损、 提速减税、审
慎征管、延期申报、调研走访等
10项有力举措，为民众重建家园
提供税收保障。

企业因洪涝灾害损失的所
购进货物、在产品应税劳务和服
务、不动产和服务，其增值税进
项税额允许抵扣，不需进项税额
转出。同时，纳税人获得的保险
理赔收入， 将不征收增值税。纳
税人因洪涝灾害等不可抗力，发
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较大影响，不能按期缴纳税
款的，也将特事特办、加速办结。
部分地区还将对受灾企业开辟
办税服务绿色通道。在目前这一
特殊时期内，将暂时停止对受灾

企业的实地税务稽查，为企业腾
出组织生产自救的必要时间。对
纳税人因受灾而新增欠税等情
形在内部绩效考核中予以区别
对待。

同时， 湖南国税以税收优
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防汛抗灾及灾后重建
工作。 对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
团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向受灾地区的公益性捐赠
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
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 超过年度利润
总额12%的部分， 准予结转以
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防
汛专用车、流动医疗车等车辆，
免征车辆购置税。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罗舜爱

国科微上市即预告亏损
巨额管理费是“祸首” 本周或打开涨停板

天心区出台21条“干货”振兴实体经济
大学生创办电子商务企业最高可获百万奖励

湖南国税出台十项举措支持灾后重建

暂停对受灾企业
实地税务稽查

7月15日下午，以“财富天
下 汇聚全球” 为主题的中国银
行湖南省分行首届跨境峰会在
长沙举行， 来自中国银行总行、
英国子行、澳大利亚子行、卢森
堡分行、中银香港、中银国际等
6家海内外分支机构及多家知
名跨境机构的专家们齐聚一堂，
为参加峰会的500余名嘉宾提
供专业的金融服务咨询。为期半
天的峰会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
与嘉宾热情高涨，咨询展台人头
攒动，对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
能力给予充分肯定。

“财富天下 汇聚全球”跨境
峰会是充分展示中国银行跨境
服务资源平台和跨境服务专业
能力的重要活动。据悉，中国银
行湖南省分行举办此次跨境峰
会活动，一方面是展示中国银行
多年以来积累的跨境服务成果
与经验，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客户
携手共进，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
全球金融市场，成为连接中国与
世界的桥梁。

会上， 知名经济学家吴裕
彬、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留学教
育中心总经理冉维和香港摩根
资产管理专家宋喆分别做了“新
常态下全球资产配置解析”“成

功规划孩子的留学之路”“多元
化资产配置及基金互认”的专题
演讲，为市民接轨国际提供最完
整的诠释和最专业的分享。

此外，活动中，中国银行英
国子行、澳大利亚子行、卢森堡
分行、中银香港、中银国际等6
家海外分支机构还为众多客户
提供现场的“跨境业务直通服
务”， 受理多家海外机构的开户
见证服务，提供一揽子跨境金融
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此次在湖南召开的主题峰
会，汇聚了中国银行海内外的优
势产品和服务，展示内容涵盖全
球经济形势分析、 个人留学、全
球投资等，组织形式采用主题论
坛和展区相结合的创新互动方
式，并由中行海外分行及知名跨
境机构组成资深顾问团提供跨
境服务咨询。

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积极
发挥百年积淀的国际化和多元
化优势，不断开拓和优化服务合
作渠道， 依托自身经营优势，致
力于建设和发展具有特色的跨
境金融和财富金融业务，进一步
提升全球一体化的跨境金融服
务能力。

■通讯员 刘畅 李行 侯江涛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举办首届跨境峰会

湖南中行举办首届跨境峰会为500余名嘉宾提供专业金融服务咨
询。 林道辉 白忠林 摄


